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三个用来敲打的东西

呀！”唐雨沫望向爸爸，“别急，等会

儿你就知道了。”唐飞在客厅摆好

由垃圾桶、可乐瓶和板凳组成的架

子鼓，并安排女儿手拿筷子坐好。

随着背后电视里摇滚乐鼓声的响

起，唐飞戴上头盔变身第四个“敲

打物”。父女俩很快随着音乐“躁”

了起来，这个特别的架子鼓练习，

让唐雨沫的音乐课课后作业完成

得既充分又开心。

“这是孩子的课后小作业，老师

要求孩子自己找几个瓶瓶罐罐来练

习乐感、节奏感，我看她有点找不到

感觉，就想着带她一起放开来感受

音乐。”唐飞说。作为一个很有童心

的爸爸，他的陪伴让孩子的居家学

习生活洋溢着快乐的色彩。唐飞表

示：“总以家长的身份去管教、压制

孩子是行不通的，家长要转变角色，

我大多数时候都以一个‘大哥哥’的

感觉陪她一起成长。”

正上小学二年级的唐雨沫今年

8岁，是一个练习太极三年的“功夫

女孩”。练功是唐雨沫每天早晚都

要进行的重要日程，不管春秋冬夏

从不懈怠，疫情期间也是如此。“我

要求她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早上

六点半起床、晚上九点半睡觉，所有

的事都是贵在坚持，慢慢地，好习惯

就养成了。”唐飞说，“她必须学会自

律、学会专注，我不会一直在她身边

‘敲打’她，但从一开始我就会严格

要求她养成好习惯。”正是如此，唐

雨沫不仅能坚持规律的作息、专注

地学习，还能有一股韧劲儿去完成

有困难的任务，哪怕最初并不能顺

利完成，也会耐心等待，直到看到自

己的进步。“她最开始一分钟仰卧起

坐只能做20个左右，我和她一起练

习，大半年以后，她已经能做50多

个，都超过我了，孩子特别有成就

感。”唐飞鼓励女儿的同时，也引导

她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要不断

挑战更高的目标。

除了日常的学习和练功，看

书也是唐雨沫居家时间常做的

事。“我们会一人拿一本书看，这

期间，我会要求自己不能看手机，

如果一定要用手机，就到其他房

间去，用完之后再回来。”唐飞认

为，父母时刻都是孩子的榜样，希

望孩子成长得越来越优秀，父母

就要为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她

也喜欢看动画片，我是不反对的，

但我带她看的动画片一定是有意

义的，能带给人启发的。”不是无

时无刻都带着学习的目的，但也

不做无意义的休闲。玩归玩，闹

归闹，怎样对女儿最有帮助，是唐

飞心里的坚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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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平时比较喜欢自己拼装

乐高，比较复杂的乐高他也能自己

完成。”杨俊希的妈妈汤雯倩说，“中

秋节的时候，我们一起看晚会，当看

到神舟十四号航天员时，他特别感

兴趣，也很激动，就回到他的房间，

用乐高搭了一个‘空间站’，详细地

给我们介绍他的设计。”杨俊希今年

8岁，是个很有创造力的男孩，不仅

喜欢动手去做，而且很愿意与爸爸

妈妈分享他的创作思路。

“这个中秋节，我们一起做了

一个纸灯笼，灯笼基本成形以后，

他又自己去美化了灯笼的外观。”

汤雯倩说，“可能是突然有了灵感，

他还做了一个瓷器瓶，给它涂色，

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自

己的作品。”“它叫《七彩瓷器》。”杨

俊希抢着说。

“我们之间最常发生的交流、

互动就是听他分享和讲解自己的

一些设计。”汤雯倩说，“有时候，我

们也觉得孩子很厉害，天马行空，

很有创造力。”面对热情满满的孩

子，汤雯倩总是认真倾听、真诚发

问，和孩子一起进行作品欣赏。

除了动手能力强之外，杨俊希

还有一个爱好是从小就在练习的

爵士鼓。疫情居家期间也没有放

下爵士鼓的学习，不过在练鼓时，

他和妈妈却产生了一些小摩擦。

因为演示曲听起来和杨俊希敲出

的有所出入，妈妈便认为他手上少

敲了一次，而杨俊希则告诉妈妈谱

子上就是这样，自己没有错。两人

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情绪

也越来越糟糕，杨俊希委屈地哭了

起来，妈妈也很生气。

情绪宜解不宜结，汤雯倩便去

向孩子的老师求证，发现原来这是

一个小误会，孩子并没有读错谱，

妈妈听到少的那一次，是脚下踩的

效果。“家长如果做错了的话，就要

积极地向孩子承认错误，没有必要

因为要坚持自己的权威，而不愿意

在孩子面前服软。”汤雯倩说，“当

时老师告诉我以后，我就马上去向

孩子道歉，然后也和他解释了我们

为什么会有分歧，并向他保证在专

业方面要相信他，不再瞎指挥，希

望他可以原谅我。”妈妈诚恳的态

度很快打动了杨俊希，他不仅没有

再怪妈妈，而且把这首曲子练得格

外好。

“这是一首很难的曲目，老师

之前也担心居家学习只能靠自己，

孩子能不能学得会，没想到孩子从

那次小插曲后进步很大，不仅学会

了，而且打得很流畅。”汤雯倩很欣

慰，她的道歉也从某种程度上转化

成鼓励，让孩子的学习更加有自

信、有动力。

最近，家里新添了一组书柜。整理

书籍时，发现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儿子上

高中时，我曾读过的书和杂志。翻开汪

曾祺的《人间草木》，一枚玉兰花树叶书

签轻轻地飘落下来，一缕淡淡的清香在

空气中回荡，熟悉的味道，芳香了那段

有书相伴的时光。

儿子上高中时，课余时间总喜欢读

一些书和杂志。为此，我批评了他好多

次。我固执地认为高中课业繁重，没必

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读那些“闲书”，要

把所有的心思全用在学习上。儿子据

理力争，说出了读书的种种好处，我们

母子互不相让，各说各的理。那段时

间，因为读书的事，我和他闹得很不愉

快，在儿子的一再坚持下，我们最终达

成协议，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他可

以利用课余时间读一些书，调节一下紧

张的学习生活。

于是每到休息日，儿子总会去学校

门口的书店买回一两本杂志，有时也会

买一本特别喜欢的书。他合理地利用

零碎时间，认真地去读每一本书，偶尔

也会讲给我听。

为了减少和儿子因为读书产生的

摩擦，我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阅读

那些书和杂志。那时，儿子读得最

多是一些名家的散文和青春励志类

的杂志。慢慢地，我发现，我和儿

子因为读书发生的争执减少了，还

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有好多话题

都来自那些书和杂志。如今，每次

和儿子去书店，看到喜欢的书，我

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挑选几本。那

些书和杂志，曾陪伴着我们共度了

一段难忘的时光。

后来，儿子把买书的任务交给了

我，每到新书上架的日子，我总是以

最快的速度赶到书店，生怕去晚了买

不到新书。我迫不及待地翻开那散发

着点点墨香的新书，总要先睹为快。

看到好的文章，第一时间推荐给儿

子，我们讨论读书的共同话题越来越

多，关于读书的意见分歧和矛盾也逐

渐地减少。儿子也会把他喜欢的作品

推荐给我，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喜欢

上了读书。读书，让我们母子和睦相

处，互相进步，愉悦心情的同时，还

丰富了思想和内涵。

高考那年，儿子的语文成绩还是令

人满意的。儿子说：“妈妈，如果没读那

么多课外书，没有那么多课外知识的积

累，我的语文是不会考出这么满意的成

绩的。”

儿子高中毕业后，我把一些书和杂

志分别送给了朋友的孩子们，那些书和

杂志也给他们带去了很多益处。儿子

说：“这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有时，我推荐新书给儿子，他还时

不时地调侃我：“老妈，我高中时你不让

我读课外书，后来你受我的影响，也喜

欢读书了，没有那时培养的兴趣，你现

在还能喜欢读书吗？”是的，如果没有儿

子的影响，可能今天我不会那么喜欢读

书。还好，生命中有书相伴。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书卷

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那段和

儿子共同读书的日子，早已留在了岁月

的深处。那些读过的书，是我们送给自

己最珍贵的礼物。

那段亲子共读的时光
■ 吉淑芳

居家爱相伴居家爱相伴 亲子共成长亲子共成长
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孩子们线上开学，家长们居家办公，面对这额外获得的亲子时光，则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如何缓解疫情之下不安、焦虑的情绪，向孩子

传递平静和温暖，在朝夕相处中更好地陪伴孩子学习与生活，是不少家长关心的问题。对此，记者采访了几组家庭，分享他们居家学习生活中的亲子相处小妙招。

疫情之下，长时间的居

家，使人们不仅无法进行正

常的生产生活，对家庭关

系、学习安排也是一个很大

的挑战。线上教学可能还

将持续一段时间，如何让孩

子更好地度过居家生活，成

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

课程教学与教师发展中心

副主任刘杜娟给出了她的

建议：

用一颗坚强的心，拥抱
不确定性

在疫情大环境下，孩子

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很多

突然的、不确定的情况。此

时有一颗坚强的心去拥抱

这种不确定性是非常重要

的。它表现为应对突发状

况的不慌乱、对不适环境的

容忍度和对美好未来的信

任。疫情期间，一家人可以

一起收看时事新闻，关注社

会的变化，能够避免孤独

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相亲相爱的家庭，有相
互鼓励的力量

疫情期间，家人之间更

需要彼此的支撑。换位思

考，真诚地关心身边的家

人，相互温暖，才能使整个

家庭的磁场都是向上的。

缓解情绪的焦虑和心理上

的压力后，才能够积极面对

居家的琐碎日常、线上学

习。

计划宽松一点，执行严
格一点

宽松的计划是指在居

家生活中，不要紧绷着一根

弦，将生活安排得满满当

当。以孩子的线上学习为

例，学校会有成熟的课程模

板供家长自由组合，家长可

以灵活地调整和安排孩子

学习、运动的时间。但执行

要严格，包括听课和作业质

量保证、学习习惯的纠正、

问题的及时反馈等。

调动内驱力，鼓励孩子
做学习的主人

鼓励孩子自己安排自

己的事，对自己负责。表扬

孩子做得好的地方，比如，

“你都不需要妈妈陪着你。”

“你自己都能够发现学习的

重难点。”“你今天的书写比

昨天更工整了。”等等，在不

断鼓励中帮助孩子养成好

习惯。

■ 实习记者 马晓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她自己有一个日程表，上面写着自己每天要

做的事。”鲁之薇的妈妈袁源说，“我们会根据学

校给出的‘学习任务单’和孩子一起制订一个专

属她的每日计划，其中有她必须完成的学习任

务，也有她喜欢的活动安排。”今年9月刚刚步入

小学二年级的鲁之薇，是一个喜欢阅读与美食，

性格活泼开朗的小女孩。据妈妈说，尽管学校没

有布置网课的视频学习，但设置了很详细的自学

任务给孩子，在制订“每日计划表”时，她会和

孩子一起明确具体的任务，并贴在墙上，孩子每

完成一件，就会自己去打个钩，便会很清楚自己

一天的任务完成情况。

“小孩是可以独立完成课程学习的，我们的任

务是帮她复核和提交，然后转达老师的建议给她。”

袁源说。积极主动地完成学习任务，就可以有更多

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对鲁之薇而言，喜欢的事

便是阅读。从亲子共读，到主动提出想自己看书，

书中的世界对鲁之薇总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她看

的书包括故事类、科普类、侦探类，也有一些经典的

拓展读物。购买书籍时，我们会一起讨论，她推荐

的一些书，如果我俩商量后都觉得有必要去读，我

也会买给她。”袁源说。

《故宫里的大怪兽》是鲁之薇最近非常喜欢的

一套书，书中的小学生与故宫里的神兽们交上了朋

友，并与它们一起经历了许多惊险又有趣的故事。

袁源说，读了这套书以后，女儿就一直很想再去故

宫看一看，实地考察书中的那些场景和她脑海里的

场景有什么出入，但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没有去

成。虽然疫情束缚了外出的脚步，却拦不住一颗充

满想象力的童心。除了读书，居家期间，鲁之薇最

常做的事是和妈妈一起“读诗想画”。“日照香炉生

紫烟”在鲁之薇的图画中便是山尖紫色的云霞环绕

着一轮圆日，“为什么会是紫色的烟？”疑问自然地

提出，接着母女俩便会一起学习拓展其中的原理。

“边读边画的方式让孩子能更容易理解诗文的意

思，想象到诗中描绘的画面。”袁源说，“我们俩在交

流中，也会感受到想象力碰撞出的火花。”

尽管才7岁半，但鲁之薇不管在生活上还是思

想上，都表现出了很强的独立性，这也源于妈妈的

教育理念。“我觉得孩子的成长就是一个渐渐远离

父母、慢慢独立的过程。我们能做的就是更多地去

放手，相信孩子，让她自己学会规划自己的生活，在

成长中看到自己想要追求的人生。”袁源说。

学会放手，给孩子独立的空间 寓教于乐，做孩子的良师益友

尊重孩子，在平等交流中共同成长

教师支招教师支招

鲁之薇和妈妈一起画画 杨俊希给妈妈介绍自己的创作

唐雨沫和爸爸一起练太极

居家时间，给
家人更好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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