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YDB 3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刚从广东回家长住的时候，我发现

5 岁的女儿小蕊，被爷爷奶奶给宠坏

了。这孩子太自私，有什么好吃的只想

独占。有一次和奶奶外出，奶奶晕车严

重，吐了，她却一点不关心奶奶，还大声

嚷嚷着味道难闻。我见了，大为光火，

斥责她不懂得疼爱家人，她还摆着脸色

跟我对抗，我心想，这样的孩子，将来有

何孝心可言？

那天给我的震撼很大，我觉得，一

个孩子最重要的是培养她拥有一颗善

心，要懂得爱护家人，于是有意无意地

给她讲孝心的故事，她似乎听懂了一

些，渐渐地，也知道帮我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一天，我给她讲《三字经》：“香

九龄，能温席。”小蕊不懂，我便解释给

她听：“东汉时期，有个叫黄香的男孩，

九岁就懂得孝敬父母，在寒冷的冬天，

他先用自己的身体将父亲冰冷的床铺

焐暖和，再请父亲上床休息。”她听后，

笑了笑。

晚上8点，一向贪看电视的她，嚷嚷

着要睡觉去了。老公戏言：“她可能是

急着帮你温席去了吧。”我不信她会转

变得这么快，悄悄地推开房门。果不其

然，女儿躺在我们的大床上，刚好睡在

我平时睡的位置。见我进来，她小声地

说：“妈妈，爸爸的身体太大了，他那一

块我温不热。”我给她掖了掖被子，满意

地点了点头。

那阵子，她每天都会给我暖床，

我体会到了教子的快乐，有些兴奋。

这之后，我经常给她讲一些敬老孝亲

的故事。每一天，她都能给我一些小

惊喜，比如主动给我倒上一杯热茶，

主动给我拿一双拖鞋，或是主动帮我

做些家务，我渐渐感觉到她的用心，

知道她不再是那个自私自利的小家伙

了。

小蕊像变了一个人，贴心起来。她

关心爷爷奶奶的身体，经常打电话回去

嘘寒问暖，她还把家人的生日记在台历

上，有时候，她还会提醒我，谁快过生日

了，该准备礼物了。很早，她就对我说，

“妈妈，等你生日的时候，我要送一件礼

物给你。”我心想，一个小破孩，能有啥

礼物送给我，便没放在心上。一转眼，

我的生日便到了。

这天一早，女儿就穿戴整齐，站在

我床上对我说：“妈妈，生日快乐！”然

后，她从背后拿出一个纸做的生日蛋

糕，递给我。她说：“等我长大了，给你

买一个真的生日蛋糕，像白雪公主的那

种。”这个纸制的生日蛋糕，共有五层，

每一层都画有小花、小鸟，还有一行字：

妈妈，生日快乐！可想而知，她花了很

长时间，是用了心的，望着这个纸做的

生日蛋糕，我欣慰地笑了，夸奖她：“真

是一个有孝心的孩子，以后希望你做得

更好。”

她听后，乐呵呵地跑远了。望着她

的背影，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

福的妈妈。我也深深懂得，人性本善，

只要好好引导，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

为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孩子就像一棵小树苗，成

长为参天大树是一个日积月

累的过程。孩子没有进入幼

儿园之前，我简单地认为幼小

衔接主要靠老师；大班是幼小

衔接的关键时期；幼小衔接就

是要教会孩子读拼音、算算术

……但是进入幼儿园后，在老

师的影响下，在幼儿园的活动

中，在幼儿园组织的家长课堂

中，我对幼小衔接有了一个全

新的认识。

今年的 5 月和 6 月，女儿

班级邀请了两位小学老师为

孩子们开展了——“小学的秘

密”幼小衔接活动，老师们给

孩子们介绍小学的环境，一天

的小学生活会在遇见什么不

一样的事情，孩子们要怎么处

理？活动后，孩子们对小学生

活的一天有了初步了解，那天

回家后，女儿还让我带她去家

附近的小学走走看看，内心充

满了对小学的憧憬和期盼。

记得小班时期，女儿在老

师的帮助下吃饭、穿鞋、穿衣

服等等，自理能力和自我服务

意识都在培养和发展中。到

了中班，老师开始鼓励女儿自

己穿衣服、穿鞋，同时每周一

变成了班级的集体大扫除活

动，孩子们也轮流开始当上了

小小值日生，有时还当起了小

小送报员。在幼儿园的引领

下，每周六也变成了我们家的

家庭劳动日，女儿模仿在班级

劳动的样子做自己力所能及

的家务事。到了大班，孩子们

的能力又进一步提升，幼儿园

开展了劳动技能大比拼，孩子

们感受到了劳动是件光荣的

事情，有的孩子还会思考，我

怎样能把劳动做得更好。

在幼儿园丰富的园级活

动中，幼小衔接也无时无刻地

渗透在里面。“大带小游园活

动”中，从被人照顾的小朋友

到后来牵着弟弟妹妹手的大朋友；从到

各处玩耍、打卡的“小游客”，成长为“司

机”“服务员”“美发师”“收银员”；爱心

义卖活动中，从逛集市的“小顾客”变成

了售卖商品的“小老板”……在这样游

戏化的、有趣的活动中，有梯度地培养

了孩子们的责任意识、独立完成任务的

能力，丰富了孩子们的分工合作经验，

引导孩子们学会分类整理物品以及简

单的数字运算能力，还培养了孩子们的

爱心。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的孩子即将

离开这座美丽的乐园，开启新的生活学

习旅程，我也从一个对幼小衔接比较焦

虑的妈妈变成了一个“有方法”的毕业

班妈妈。感谢幼儿园在我们育儿路上

的引领和支持，我们将带着这份美好与

自信奔赴下一站人生旅程。

幼小衔接
切勿“拔苗助长”

面对即将步入小学的孩子，家长

很容易陷入焦虑，误以为幼小衔接就

是提前学习知识，“拔苗助长”的现象

比比皆是。但是，孩子不提前学习，

进入小学就真的跟不上吗？

“以英语学习为例，很多家长怕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孩子很小的时

候就进行所谓的‘英语启蒙’，但是家

长们或培训机构的水平参差不齐，孩

子的发音不一定正确。我们还要先

纠正这些孩子错误的发音，再去引导

他们发正确的音，这个过程其实比教

零基础的孩子更困难。”石笋街小学

英语备课组组长毛珊表示，小学低段

的英语教学都是以游戏化和情景化

的设计为主，甚至在整个小学6年的

英语教学要求都是要激发孩子对于

英语学习的兴趣，家长们不用对知识

性的内容“操之过急”。

石笋街小学语文教师吴薇也提

到，她在教一年级孩子时，发现有些

孩子的拼音是零基础，还有一些孩子

提前学过拼音，而这种学习是不规范

的学习。“在拼音教学时，我发现零基

础的孩子教起来很顺手，这部分孩子

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学得很轻松、扎

实。另外一部分孩子虽然提前学过，

但他们的发音并不规范，书写也不标

准，老师要耗时耗力来纠正，学习效

果反而不好。”

吴薇班上有一些提前学过拼音

的孩子，这部分知识对这些孩子来说

是重复学习，他们上课时更容易骄傲

自满。“这部分孩子丢失的不仅仅是

对新知识的爱好、兴趣和好奇，还有

在课堂上的专注度。”吴薇建议，孩子

需要的并不是提前学习，而是为学习

进行能力上的储备。比如观察能力，

观察声母“b”对应的插图就是一个小

广播的形状，孩子们记住小广播，对

“播”字的印象就会很深刻。“与其不

规范地提前学拼音，不如有意识地储

备学习拼音的能力。”吴薇说。

除了小学老师，机关三幼集团总

园教务处主任李晶也经常感受到家

长对于孩子提前学习小学知识的过

度焦虑。“虽然幼儿园和小学是两个

不同的教育机构，但面对幼小衔接期

的儿童，都应当回归儿童的发展。”她

认为，超前学习相当于人为地缩短了

孩子的童年期。在幼儿园阶段，幼儿

的学习方式是游戏，通过游戏不断地

积累感性经验，例如在生活中去建立

数的概念、感知方位。这种相对抽

象、间接的经验，对于孩子将来在小

学阶段的学习是有益的准备。

学前教育重点在“打好基础”，而

不是知识的提前介入，小学老师也会

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衔接准备
从培养倾听与专注能力开始

从“让儿童准备”到“为儿童准

备”，准备的不是知识技能，而是能力

习惯。老师们认为，倾听能力与专注

能力对小学生而言非常关键。

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中会对

孩子的倾听与专注能力进行培养。

机关三幼大班教师陈欢介绍，她根据

幼儿的年龄特点，注重给孩子们提供

趣味性、故事性、挑战性的活动。在

活动中，会问孩子刚刚听到了什么，

以提高孩子们的倾听能力和注意力，

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

“在日常游戏与小组合作学习

中，我们也会结合大班的年龄特点，

提供更为复杂的拼图、棋类游戏，让

孩子们在游戏的过程中学会专注与

倾听。同时，大班孩子更多的是小组

合作学习，以小组的形式共同完成任

务。只有大家相互倾听对方意见和

想法，才能更好地实现合作、完成任

务。”机关三幼大班教师刘晓静补充

道。活动后的分享也是培养孩子良

好倾听能力的好时机，大家将自己在

活动中的想法、经验、遇到的问题分

享给对方，在相互倾听的过程中提升

自己的经验。

进入小学后，老师们也会在培养

学生的倾听与专注能力上下功夫。

“在一年级的课堂上，我们发现一些

孩子喜欢表达自己，但别人发言的时

候，倾听却不够专注，或是随意打断

别人发言，或是对老师的提问答非所

问。这其实是倾听能力缺失和专注

度不够的表现。”在吴薇看来，这部分

孩子在以后的学习中，如果没有得到

有效的纠正和帮助，很容易出现问

题。所以，在幼小衔接中，吴薇非常

看重儿童倾听能力与专注度的培

养。石笋街小学语文教师李欣也认

为：“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中，听的能

力是第一位的。在学生的学习问题

中，有很大部分都要归根于倾听习惯

的培养没有做得足够好。”

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倾听与专

注能力呢？李欣介绍，孩子进入小学

后，首先，可以和幼儿园一样，带着孩

子做游戏，比如询问他们“123567”里

面的漏数。其次，在教学中，用语气

语调、肢体语言来强调自己话语中的

重点，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培养他

们的倾听习惯。这些方法家长也可

以借鉴。“我们会注意循序渐进，可能

最开始会重复两遍、三遍，保证孩子

们听清楚，到后来会慢慢减少重复的

次数。”李欣说。

着眼细节
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
儿童的入学准备是全面的准备，

不仅要在学习能力方面做好准备，而

且要发展儿童的身心适应能力、生活

适应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这些能力

共同作用，影响着儿童的行为。

“在大班的幼小衔接中，我们会

引导孩子提前了解小学生的日常生

活、作息时间，让孩子提前熟悉小学

生活，减少陌生感。我们还通过家长

会、与家长日常交流等途径，建议家

长在暑期开始引导孩子逐渐向小学

过渡，按照小学的作息时间，在家里

进行相应的活动。”刘晓静说。

毛珊的孩子在不久前也刚好经

历了幼小衔接。她向大家分享了自

己的方法：“幼儿园和小学的作息时

间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午睡时间，幼

儿园有较长的午睡时间，而在小学，

可能没有午睡时间，即便有也只是半

小时左右。我比较早就开始了对孩

子作息时间的调整，在6月便给孩子

拟定了和小学类似的作息时间，让孩

子早点起来吃早饭，拉长活动时间，

缩短午睡时间，晚上早点睡觉。”毛珊

认为，良好的作息时间和充足的睡眠

更利于保障孩子的学习质量，“这些

看似很小的事情反而是我在幼小衔

接中关注的重点。”

吴薇恰好任教一年级，她比较关

注孩子们的午休等生活细节，“孩子

们吃过午餐后，我会让他们拿出带来

的小抱枕、小被子，趴在课桌上，安安

静静地休息。大部分孩子都睡得很

香，下午的学习状态很好。个别孩子

刚开始睡的时候睡不着，我会告诉他

们，可以闭上眼睛假睡，结果一会儿，

他们也睡得很香。”

李欣也特别关注孩子们的生活

细节。“我安排了值日生在上午第二

节课、下午第二节课，或是体育课，音

乐课后，一定要提醒孩子们去接水、

喝水。”她表示，关注午睡、作息时间

的适应调整，关注喝水习惯的培养，

着手小小细节，着眼的却是儿童生命

成长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幼小衔接不是翻山越岭，不是跋

山涉水，而是童年生活的一种自然延

伸，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回归儿童，

着眼长远。作为老师，作为家长，要

做的不过是回归常识、回归规律、回

归理性、回归科学，回归对儿童最真

诚的爱。

纸蛋糕
■ 刘亚华

回归儿童回归儿童 着眼长远着眼长远
走好幼小衔接走好幼小衔接““第一步第一步””

近年来，教育部先后颁布《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与《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强调“加强学段衔接”“注

重幼小衔接”。幼儿园与小学如何更好地双向衔接，科学做好入学准备和适应，促进儿童顺利过渡，一直是老师和家长们关注的问题。

近日，在“幼小衔接，金牛在行动——同频共振，双向奔赴”专题联合教研活动中，来自成都市石笋街小学和成都市金牛区机关第三幼儿园的老师们以

科学的幼小衔接工作为切入点展开了讨论。

■ 实习记者 王浚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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