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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孩子从幼儿园进入小学一年级，是

一个较大的跨越期。这时，孩子既憧憬

着未来的学习，又伴随着对学习、生活

方式的改变而产生心理准备不足的焦

虑，甚至会产生些许害怕上学的心理情

绪。作为父母要充分发挥第一任老师

的作用，对孩子心理调适和习惯培养等

方面进行指导，帮助孩子克服困难，科

学有序为小学生活做准备。

心理引导增期待
孩子进入一年级前，父母可以从

“向往入学、情绪良好、积极锻炼和动作

灵活”四个方面为孩子做好身心准备。

可以阅读《无条件养育》《正面管教》等

书籍，学习相关的育儿经验，改变传统

的教育思想和行为。在日常亲子交流、

亲子阅读、亲子游戏中有规划地训练孩

子良好的心理，发现孩子的兴趣，引导

孩子认识自己、了解自己，鼓励孩子大

胆表达。

美国心理学家艾利斯的 ABC 情绪

理论认为，要想事情往好的方面发展，

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或情绪。因

此，父母要引导孩子做情绪的主人。在

亲子交流中引导孩子谈谈对小学生活

的向往和焦虑，分享自己小学生活的情

景，用孩子熟悉的事例，引导孩子形成

安定、积极的情绪，让孩子获得成长的

自豪感，建立起积极的入学心理期待，

这样，入学后就能缓解初期因各种环境

变化带来的畏难情绪。

习惯培养树信心
好习惯比学习成绩更重要。幼儿

教育是保、教并重的教育，而小学教育

侧重于知识学习，这就需要父母在培养

孩子生活、学习等各方面的良好行为习

惯上下功夫。“事无巨细”，往往看似不

经意的小事，却蕴含着足以改变人生命

运的能量。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必

须有一份科学的制度规范他的思想言

行。日常生活中，父母要有意识地根据

家风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对孩子

的习惯进行细致入微的指导。通过亲

子游戏、参与实践活动等让孩子养成自

觉遵守规则的意识和能力，引导孩子诚

实守信、知错就改。让孩子的言行举止

有章可循，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

能做，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乱说。

多一个好习惯，就多一份自律和自信，

也就会多一份成功的机会。

亲其师，信其道
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孩子，父母要更新观念，正面认识

教师职业。日常生活中，很多父母爱用

老师的“权威”来唬孩子，当孩子不听话

时就说让老师批评孩子，或者让老师处

罚孩子，这无形中在孩子心里留下了老

师很厉害，害怕老师的心理阴影。俗话

说，“亲其师，信其道。”父母要引导孩子

感知师爱与父爱母爱是一样的，鼓励孩

子相信老师。给孩子讲解老师无私帮

助学生的事迹，让孩子对老师产生敬佩

之情，从而愿意和老师交往。

认可学校有向往
孩子即将进入一年级时，父母要给

孩子讲解小学的美好生活和校园的美丽

环境，激起孩子开启小学生活的热情。

父母还可以带孩子参观即将就读的小学

校园，给孩子讲解校园文化和学校有名

的校友故事，让孩子感悟学校历史，提前

熟悉校园生活。甚至还可以让孩子走进

学校一二三年级进行结对联谊。从高年

级孩子哪里了解小学生活的乐趣，听一

听哥哥姐姐们的学习感悟与经验……让

孩子体验丰富多彩的小学生活。

在幼小衔接过程中，家长的态

度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学习

等方方面面。电子科大附小二年级

学生熊天择的妈妈张欣欣，用“佛

系”的家庭教育，与孩子一起轻松度

过了这个阶段。

张欣欣认为，家长有焦虑情绪

很正常，但传递给子女后，却很可能

适得其反。因此，家长要自己消化

焦虑情绪，并展示给孩子稳定平和

的精神状态。

“一年级本身需要学习的知识

并不多，但是掌握学习技能和规则

意识非常重要。”张欣欣说。很多同

熊天择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升入小学

之前，都曾报过“幼小衔接”的课程

培训，但张欣欣却选择把孩子带到

大自然中，带到操场上，让他在户外

和生活中体验“幼小衔接”。

诗词背诵是很多孩子初入小学

的难题，怎样让孩子既能快速背诵

古诗，又能体会到古诗词的内涵？

张欣欣采用了“边玩边学”的方

法。

“小孩子的联想能力很强，因此

我们会尽量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教

他背诗，这样他的记忆是最深刻

的。”张欣欣说，她曾带孩子去岷山

周边旅行。在旅行中，她为孩子诵

读了《七律·长征》，并结合场景，向

孩子讲述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在

边看边玩中，熊天择很快学会了背

诵《七律·长征》，也记住了不少红军

长征的故事。

张欣欣还在很多碎片时间中融

入了一些“小知识”，在她家的卫生

间，有很多古诗诵读小卡片。这些

卡片并非要求孩子上厕所时还要

“背诗”，而是为了加深他对诗词的

记忆，养成利用碎片时间学习的习

惯。

同时，张欣欣认为，家长不该将

孩子只视作“小孩”，六七岁的孩子

已经具备非常敏锐的观察能力，家

长的很多行为都会传递给孩子一些

信号。有一次，熊天择考试成绩不

如以前理想，他便小心翼翼地试探

父母：“如果我没考好，该怎么办？”

孩子的一句话引起了张欣欣的思

考，孩子已经具备了察言观色的能

力，假如自己在孩子成绩不好时表

露出负面情绪，将会给孩子产生“父

母对我的爱来源于我优异的成绩”

的感受。

通过这个细节，张欣欣意识到，

“对孩子的爱应该是没有条件的，要

照顾孩子的情绪，尊重他的独立人

格。”因此在张欣欣家，有了这样一

条规定：父母做关于孩子的决定时，

都必须询问孩子的意见。

在选择延时课程时，熊天择表

达了对美术课的兴趣，张欣欣欣然

同意了孩子的决定。但上过课后，

熊天择发现，小学阶段的美术课程

需要学习一些技能类的知识，不像

幼儿园那样“好玩儿”。张欣欣知道

儿子的想法后，询问他是否还要坚

持，熊天择选择仍然坚持学下去。

“往往孩子自己的选择会更加坚定，

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有助于培养他

的责任意识，他也会变得更有主

见。”张欣欣说。

此外，张欣欣还提到，想让孩子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意识，

家长应该以身作则，为孩子亲自示

范如何正确学习。“如果要求孩子学

习，家长却一直玩手机，这样的教育

没有说服力。”张欣欣说。她和丈夫

每天回家后都会坚持读书、办公一

段时间，孩子也在耳濡目染中养成

了回家先完成作业再出去玩的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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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入小学孩子将面临一个重要的身

份转变：从小朋友变成学生，这意味着孩子

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较强学习能力的个

体，在他们未来的人生中，将要开始学习越

来越多的技能，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想

要让孩子得到全面发展，“授之以渔”很关

键。教会孩子做事情的方法，远比代替他

们完成更重要。

孩子升入小学后，需要面对一个挑战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无论是学习还是

生活，成为小学生后，孩子需要通过自己掌

握的各项技能，来完成自己想要做到的

事。家长要相信孩子，从点滴小事中锻炼

孩子的自理能力，让他们自觉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

电子科大附小二年级年级主任丁洁讲

述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她的班上，曾有一个

学生时常找不到自己的课本，每次都需要

家长给老师打来电话，告诉孩子书本放在

哪个夹层。

丁洁认为，找寻课本本是小事，但“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意识，却需要在这种点

滴小事中慢慢培养。家长应该通过生活中

的小事，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

才能让孩子将“自理意识”内化成“自理能

力”，自发产生自己料理自己生活的想法。

孩子具备应有的自理能力后，在人际交往

能力上也会得到提高。丁洁观察到，具备

较强自理能力的孩子也更容易和同学打成

一片，而“什么都需要他人帮忙”的孩子更

容易受到冷落，甚至被同龄人嘲笑。

丁洁建议，家长不应过度放大孩子在

幼小衔接中的困难和缺点。一年级新生毕

竟还稚嫩，很多看似错误的行为实属正常，

尝试以孩子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的行为，更

利于孩子的成长。

在丁洁班上，曾有一个家长连发长文

向老师反映自己孩子可能遭受校园暴力。

起初丁洁非常重视，连忙同此事涉及的学

生谈话。但这些学生均表示只是与这位同

学发生过口角，过后大家仍然正常交往，一

起放学回家。为了了解事情真相，丁洁还

跟这个孩子进行了谈话，发现孩子并未把

此前与同学争吵一事放在心上，她只是偶

然将学校发生的事情讲给父母听，与发生

争执的同学也只是暂时拌嘴，现在仍是天

天一起玩的好朋友。

因此，丁洁建议，家长对孩子适度关心

很有必要，但也不应过度放大。必要时多

听几个孩子的说法，全面了解事情真相，更

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当然，家长也不应

陷入另一种“极端情况”，即什么都不管，完

全放手。家长可以指定一个标准来衡量孩

子是否可以独立完成某件事，即“是否掌握

了做某件事的方法”，一旦孩子已经掌握了

完成某件事的技能，无论结果怎样，家长都

可以适当地选择放手。

开学前半个月，成都市实验小

学（以下简称“成都实小”）陆续上线

了“开学热课”系列前置课程视频。

内容主要针对即将入学的准新生最

容易出现的一系列学习和生活上的

问题，集中通过视频的形式作出答

复。课程中的一些知识和理念可以

为学生、家长们提供借鉴。

成都实小老师们认为入校前应

该有前置课程的培训。课程中心主

任白雪认为，学习的过程是一场“马

拉松”，而不是“冲刺”，踏入小学是

这场“马拉松”的开始。特别是在疫

情之下，很多小朋友幼儿园在园时

间都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幼小衔

接”的过程也会面临更多的不适应

和挑战。因此，幼小衔接应该“慢半

拍”，在入校前就让孩子对小学生活

建立认识，可以让每一个小朋友都

尽可能地适应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

渡，从而在后续的学习中迸发出更

大的潜力。家长和老师要耐下性

子，让孩子在活动和玩耍的过程中

学习各项规则，不仅可以让他们更

好地了解规则，还能让他们更好地

运用规则。

白雪介绍，成都实小的系列幼

小衔接课程会持续半年，孩子们将

有半年的时间完成从幼儿园小朋友

到小学生的转变。在这半年的实践

中，一年级新生将跟随有趣的校园

原创卡通人物一起化身“超级英

雄”。小英雄们通过“闯关”的形式，

解决一个个入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们在校园游戏里“过关斩将”，最

终变成合格的小学生。

不仅如此，成都实小的一年级

新生还将人手一本“开学护照”，这

本护照中介绍了从认识学校、结交

朋友、了解老师、建立规则等方面的

知识，用故事和游戏的方式引导学

生在了解、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里

逐渐积累班级主体意识和规则意

识。

在今年的前置课程中，成都实

小课程中心还为孩子们制定了“挑战

21天”的好习惯养成任务卡。卡片

要求，孩子们在入学前21天养成早

睡的好习惯，每天在21：20前入睡就

可以在卡片上打钩。完成这21天的

连续早睡挑战，就能在开学时到班主

任处领取学校的“超级文创礼”。“养

成一个好习惯需要21天，我们用这

样的方式鼓励孩子在入学前培养早

睡早起的好习惯。”白雪说。

同时，“家校共育”也是“幼小衔

接”的重要路径。白雪认为，在幼小

衔接的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前置

课程循序渐进地掌握进入小学的各

项技能和规则，家长也应该跟着孩

子一起学习，共同适应步入小学的

种种变化。

例如，在成都实小的系列课程

中，有一节是教授学生如何进行文

具课本收纳的课程。这节课不仅针

对儿童学习收纳规则，家长同样可

以参与到收纳规则的学习中来。

白雪说，很多成年人有丢三落

四的毛病，究其根本很可能是儿时

并未养成合理收纳的好习惯。成都

实小课程研究组在收纳管理的相关

课程中，还加入了一些美育内容，这

样不仅可以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还可以在生活中了解一些

学科知识，家长也在陪伴孩子学习

的过程中掌握了“收纳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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