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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亲戚家的孩子小睿告

诉我，“真是烦死了！”想到外婆家去，可

妈妈听到就训，“作业做完了再说！”和

同学打篮球正嗨，妈妈看见就吼，“作业

做完了没？”夸了句这个火锅吃起来真

爽，妈妈接过话就教育，“只要好好学

习，将来就可以天天吃，甚至还可以开

火锅店当老板。”而翻看孩子的作业本，

我发现部分作业书写马马虎虎，完成得

并不好。对此，我不由得想提醒家长，

不可事事都与学习相联系。

不可否认，学习是孩子成长的重要

方面。青少年时期，孩子因为有强烈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易养成爱学习、善学

习的良好素质，但也会因为心智发育不

成熟，易形成懒惰、马虎、拖延等不良学

习习惯。对于孩子学习的教育引导，家

庭教育得跟上。

但孩子应该坚持全面发展，不能仅

重视学习。比如，通过锻炼，强壮身体

意志；通过劳动，磨砺性格品格；通过走

亲访友，感受人际温暖；通过玩耍，让孩

子思维更清晰、更活跃、更发散……家

长如果看不到这些，把学习与生活完全

对立、割裂，只让孩子“单项”训练，不仅

会引起孩子在亲情友情建立、劳动锻炼

习惯养成等方面产生缺陷，也会造成孩

子对学习价值不理解、不认同，缺乏学

习兴趣。

过于强调学习，家长或许有自己的

道理：有的家长因为学习收获了成功，

就迫切希望孩子也走与自己一样的道

路；有的家长因为小时候缺乏有力管教

错过了最佳学习时机，发展得不理想，

希望孩子不犯同样的错误。但在我们

身边，虽然有些孩子因为家长督促得紧

成绩不错，但也有不少孩子因为家长管

教过严甚至产生了心理疾病。虽然有

人因为学习好而发展得好，但更多的人

因为“唯智育”教育，导致情商逆商、表

达动手能力不足，发展乏力，反倒是一

些早年学习平平的孩子，因为在其他方

面发展不错，取得了成功。

部分家长或许会认为，那些非学习

素质可以让孩子在今后的生活中慢慢

养成，当前还是必须以学习为主。但要

看到，错过了青少年这个人生筑基的最

好时期再来“补课”，也是不划算的。近

年来，有些考上重点高校的孩子因为生

活不能自理、不能适应集体生活，家长

不得不继续“陪读”，有的还因此停学，

重新学习生存、生活技能。

对孩子学习的引导，要有科学的

方法。比如，在孩子的阶段性学习刚

起步时，可以和孩子一起制订一份可

行的学习计划，帮助孩子明确学习的

目标和要求；在孩子学习有进步时，

可以与孩子一起总结，促使孩子形成

更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在陪孩

子一起观看励志影视书刊、参观教育

基地后，可以通过家长对学习情节的

特别注意，给孩子渗透学习精神……

但在孩子热衷、潜心于干一些并不为

害的事情时，家长切不可把孩子硬要

求到学习上来。

我家小区后山是一所依山

而建的公园。一到春天，便春

色满园，到处都是一片生机盎

然的样子。去年，一不小心错

过了花期颇为遗憾。今年一入

春，便惦念着一定要到公园去

赏花。

寻了一个空闲的周末，带

着孩子去公园里寻找春天，刚

爬到半山腰，便看到枯黄的草

坪里生出了绿芽儿，那片桃林

也早早地奏响了春的序曲，粉

嫩的桃花星星点点地挂满了枝

头，有的娇羞得含苞待放，有的

已经傲然绽放。

孩 子 好 奇 地 问 我 ：“ 妈

妈，桃花开了，那梨花也开了

吗？”忆起孩子最近迷上了

《诗词大会》，我灵机一动，想

着在这秀美的春光里伴着古诗

词一起赏花，便告诉他：“唐

代诗人白居易就有一句名诗，

‘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

次第开。’记住了这首诗，就

能弄清楚花儿们绽放的时间顺

序啦。梅花是最早开放的，当

大地还是银装素裹时，梅花就

在严寒中绽放了，就如宋代词

人李清照所言，‘雪里已知春

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梅

花可算作无叶之花，花朵傲然

挺立在光秃秃的枝丫上，所

以 ， 李 清 照 才 用 了 点 缀 一

词。”孩子若有所思地点点

头：“对呀，我们穿羽绒服的

时候小区里的梅花就开了。”

我继续说道：“梅花是先开花

后长叶，而桃花则是花和叶同

时亮相。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一

片桃花，粉嫩的桃花周围生出

了细嫩的绿叶，东晋书法家王

献之就曾写过‘桃叶映红花，

无风自婀娜’。”

聊完桃花，我们继续在公

园里追寻春天的印迹。公园里

的岩壁上随处可见野迎春，那

密实的枝条如绿丝绦一般地垂

下，枝条上绽放着许多嫩黄的

花儿，显得清新素雅。一路走

来，山间点缀着白色的蝴蝶花，

还有成片的杜鹃花、黄金菊，令

人目不暇接。在公园的另一

侧，有着几棵光秃秃的树，乍一

看和这满园春色格格不入，走

近端详，树牌上写着“日本晚

樱”，看来它的花期尚未来到，

要想一览真容还得等待些时

日。

今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

别早，也来得特别猛烈。早在

3 月中旬，便有了“一秒入

夏”的错觉，本地温度突破了

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在阳光的

滋养下，万物疯长。不过才隔

了半个月，我便发现晚樱开花

了，于是，又特地带着孩子去

看樱花。这次教给了孩子南宋

诗人方岳的诗：“山深未必得

春迟，处处山樱花压枝。”樱

花就像是花儿里的群居植物，

喜欢一簇一簇地开放，那厚实

饱满的花朵压弯了枝条。瞧，

我们眼前的天空是蔚蓝的，粉

色的樱花层层叠叠地簇拥在一

起，在大串绿叶的映衬下显得

格外好看。拿着手机随手一

拍，便是堪称屏保的美图。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

红总是春。”春光总是无限美

好，和孩子一起品味中华古诗

词之美，别有一番生趣。

妈妈团自组织
小导游首亮相

去年11月，在成都市锦江区东湖

街道翡翠城社区，由妈妈们作为主要

成员，自发成立了一个“智慧妈妈

团”。依托社区平台，妈妈团为孩子

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成长活动，

“小小导游培育计划”也是其中的一

个。从招募到培训历时半年，10位小

导游在望江楼公园开启了他们的首

次上岗实践。

“现在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美丽

的四川吧！四川，简称“蜀”。古代叫

巴蜀，是巴人和蜀人的发祥地……”

小导游郭宸溪负责给大家介绍四川，

她分别用重庆方言和成都方言展示

了巴人和蜀人的区别，并补充道，“话

说啊，这种不同与古代的图腾有关，

巴国的图腾是老虎，蜀国的图腾则是

太阳神鸟。所以重庆人说话干净利

落，听起来‘凶’一些，而成都人说话

就像小鸟唱歌一样。”郭宸溪的介绍

既清楚明了，又充满童趣，其中还有

巴蜀文化的“知识点”。在场下听的

孩子们也被牢牢吸引，一边重复一边

模仿小导游，欢乐的氛围在其中洋

溢。

“深度模拟，让孩子获得真实的

职业体验”是“小小导游培育计划”的

目标。小导游们的首度登台亮相就

已经做得“像模像样”。在望江楼公

园的各处标志性景点，都有小导游负

责板块化的讲解，从四川省、成都市

到望江楼公园、女诗人薛涛，小导游

们分工合作，将家乡的特色文化、建

筑的前世今生以及人物的生平故事

依次呈现，使整个解说环节既生动有

趣，又硬核满满。

“望江楼是为了纪念薛涛修建

的。”“望江楼就是这个楼吗？”“薛涛，

她是谁？”随着游园行程的推进和讲

解的层层深入，孩子们的问题也越来

越多。小导游罗露晞负责介绍薛涛，

她自信满满、声音洪亮，对于薛涛的

生平如数家珍。“薛涛生于长安，与鱼

玄机、李冶、刘采春并称唐代四大女

诗人。她从小聪颖好学，才智出众，

八九岁便能作出‘枝迎南北鸟，叶送

往来风’的诗句。因父亲病逝，她 15

岁入乐籍，但她能诗善文，通音律，深

得当时西川节度使韦皋的赏识，还曾

做过校书郎。……”

“她好厉害呀，真是个才女！”听

了讲解，孩子们不仅认识了薛涛，还

对她满怀崇拜。小导游罗露晞此时

也回到人群中，和大家一起讨论。看

了孩子的表现，罗露晞的妈妈笑着对

她说：“真棒，表现得很好！”

亲子诵读经典
走进诗间故事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

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

关塞长。”在望江楼公园的水码头，

妈妈们和孩子一起吟诵了薛涛的这

首《送友人》。历史上的锦江是古人

商贾贸易、宾友聚会的必由之路，

水码头则是他们进出蜀地的必经之

地。古时，此处也是西川幕府女校

书薛涛迎送她的诗友们的地方。身

临此地，体会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曲

折诗情，更有一种穿越古今的时空

感。

孩子们现阶段或许并不能完全

理解诗中“人隔千里，自今夕始”的离

愁别意，但在水码头和妈妈一起吟诵

《送友人》的情景却留在他们的记忆

中，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理解能力的增

强，这段记忆也会成为他们感受、体

会诗歌的一部分。

在望江楼公园中行走，也在经典

诗篇中穿梭。亲子诵读环节，家长和

孩子们分成四组，吟诵、欣赏了薛涛

诗四首、《长歌行》、《沁园春·雪》。“读

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诗词吟诵不

仅要入景，还要入心、入情。

此次活动中，“智慧妈妈团”专门

请来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研学课程专

家、原成都七中育才学道分校的国学

老师符卫，来为孩子们进一步讲解诗

文，帮助他们体会诗情诗意。“我们先

来一起背诵一下薛涛的这首《筹边

楼》……”符老师被孩子们团团围住，

为他们讲解诗词大意和背景，“这首

诗是薛涛驻守松潘边塞时所作，诗人

既赞美了筹边楼的雄伟壮观，又表达

了对战乱又起的担忧。‘诸将莫贪羌

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就是诗人在

奉劝驻守边塞的将领，不要贪图少数

民族的名马，去劫掠他们，挑起战

争。告诉我们，少数民族和汉人一家

亲。”孩子们此时都自觉地安静下来，

认真地听着符老师讲诗。

随后，四川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

主任郝玲，给孩子们介绍了中医中药

传统知识，孩子们在现场品尝甜叶菊

和丁香，还动手制作了“中药香囊”，

作为活动纪念。

小导游李之其乐、李之其妙的妈

妈，也是“智慧妈妈团”最早的发起人

李斌娜介绍，“小导游·国学游”活动

一共举办了三场，为了保证孩子们有

充分的体验和活动的质量，每一场的

人数都控制在30人左右。“‘双减’以

后，社区、学校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很

多活动和实践的选择，但要关爱到每

一个孩子，还需要家长的重视。”李斌

娜说，“以妈妈团自发组织活动的形

式，大家都是自主过来帮忙，对孩子

的成长是一件好事。”

培养国学兴趣
促进全面发展

“通过妈妈团组织的这些国学

类、好书换读等活动，孩子读书、读诗

词都更有兴趣和动力了，有时候还会

在家里和我们一起探讨，我们得自己

先学一学、看一看再和他讲，但孩子

爱学，我们还是很开心的。”活动现

场，妈妈们谈起孩子学习状态的变

化，无不欣慰地说。

活动前先预习、活动中展示、活

动后表扬和鼓励，是“智慧妈妈团”提

高孩子阅读书籍、学习国学的有效

“套路”。“现在很多小孩的阅读时间

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希望在做活动

之前，让每一个小孩拿一本与活动主

题相关的书或绘本，利用活动前的半

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时间，让孩子们先

自己读书，读完和大家分享，或者在

活动中展示。好书换读活动每次还

会评选一个小明星，妈妈们自费买些

小礼品作为奖励，提高他们的积极

性。”李斌娜说。

这种方式不仅能让孩子们在共

同学习中培养兴趣，还锻炼了他们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展示自我的能力。

作为“小导游”，孩子们一方面会得到

知识上的丰富和提升，对他们生长的

地方的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

时还可以与学科知识相关联；另一方

面，把学到的知识以“导游”的身份传

达给别人，也是一次对知识的内化和

再加工，同时还获得了有关“导游如

何表达”“导游如何管理仪态”等专业

的职业体验。

“我们也咨询过旅游行业的律

师，只要在持有全国导游资格证并获

得游客允许的情况下，小导游们是可

以上旅游车去提供这种志愿服务活

动。”李斌娜说，“我们现在培养了 10

位小导游，会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和

演练。在暑假期间希望让“小小导游

团”上车去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孩

子们在参与中可以获得旅行和职业

的双体验。”

为了让“小导游”具备导游这一

职业的真材实料，深度、多次的模拟

必不可少。在此次望江楼公园的“初

亮相”前，“小导游”们已经接受了多

次培训，从内容解说到表情仪态，再

到每个人负责部分的分配与衔接，孩

子和家长们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

努力。“她在小区里、在家里就和我们

模拟过很多次了，我们会帮她拍下

来，然后和她交流哪里做得不好，可

以怎样改进。孩子们都希望能够在

实地讲解时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小

导游罗露晞的妈妈说。

小小导游国学小小导游国学行行
穿古越今望江楼穿古越今望江楼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 实习生 马晓冰 文/图

“望江楼公园最

宏丽的建筑是高 39

米的望江楼，又称崇

丽阁。楼内有千古

名联：望江楼，望江

流，望江楼上望江

流，江楼千古，江流

千古……”小导游李

之其乐不紧不慢地

向大家介绍道。朗

朗上口的对联，让小

朋友们印象深刻，边

走边讨论着自己感

兴趣的问题：“为什

么是在望江楼上望

江流？”“都是谁在这

里望着江流呀？”5

月 15 日，在成都市

锦江区东湖街道翡

翠城社区“智慧妈妈

团”组织的周末活动

中，身着汉服，走在

竹林边的小道上，带

着对眼前景象的好

奇与追问，孩子们也

开启了一场穿古越

今的文化之旅。

不可事事都与学习相联系
■ 张小军

诗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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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
媛
媛“水码头”亲子共读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 张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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