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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感悟：孩子不仅仅是教育对象，更是教育的动力资源,能量之库，成功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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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教育是一种尊重生命规律的教育，
是一种爱的教育，一种充满人情味，富有玫
的教育，我们作为家长，相信和欣赏孩子，一
定要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孩子，每个孩子都是
不一样的，我们应该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孩
子。

依稀记得孩子刚入小学前夕，孩子在
小区骑自行车时被邻家的大孩子骑车撞到
右手手腕骨折，我并没有惊慌失措。面对
孩子稚气的小脸蛋，伤痕累累之时，我赶紧
反求诸己，转变情绪，耐心地告诉他，你已
经是小学生了，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能有坏
情绪，而是要去解决它。事后，他和哥哥去
邻居家，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的朋友。
朋友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事后，右手就
一直绑着绷带。开学第一天，他认真地告
诉我，熊老师在班上再三强调，小同学们在
学校时，要多帮助他！我的心里真切地体
会到老师的用心良苦。他还不断地告诉
我，大哥哥是不小心碰到我的，我们要原谅
他，他还是我的好朋友。虽然事后我清楚
地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本不是这样，但我的
初衷是他能在爱和包容的环境中慢慢体

会，摸索经验，健康成长。
白天里，孩子尽情享受校园的美好时

光，回家后开心地告诉我学校发生的趣闻趣
事。总之有说不完的话题。他和谁玩了什
么游戏啦；老师表扬了谁；批评了谁；结识哪
些小同学……耐心地听着他的叙说，一副美
好的校园画面就在眼前，在孩子的眼里所有
的人和事都是那么的和善、美好，内心有爱，
才会世界充满爱。

每次考试，孩子考得还是可以，因为我
要求不高95分以上就满足了。考试前我也
都没有特别的紧张，平时用心把作业做了，
考试前简单复习经常出错的内容。订正试
卷时，我让他查明一下扣分的原因，他自己
也意识到了是自己粗心大意，因为他一直习
惯用左手写字，总把字写错或是漏写，或是
看错，都是这些简单的方面扣分。他自己也
惋惜，要是认真点也就100分了。 他知道
自己努力方向就够了。 我也告诫他，失败
是成功之母，只有在失败中、经验中，才能一
直有进步。

孩子有不足，但我们仍然要欣赏他，陪
养他，有好的，不好的，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

的。我们不是一个人走，是一群人在一起
走，给我们的孩子铺道路。当别人的孩子很
优秀时，我们做绿叶也是可以的。与孩子沟
通要有效率，首要是尊重孩子，满足孩子情
感需求，对孩子认知的鼓励。

最后，我认为一个有境界的父母就是:
在正确的时间里做正确的事，给孩子高质量
的陪伴，又不迷失自己。我要在孩子最需要
鼓励时，及时鼓励，并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他
们，让他们在赏识中幸福成长。

阮子航，这个名字甚至这个人，大家肯
定都很陌生，因为他不是家喻户晓的明星大
腕，也不是名扬四海的企业家，更不是赫赫
有名的政治家，他只是咸宁实验小学的一
员，是我的儿子。

“阮子航，认识你真好！欢迎你来到我
的世界，庆幸遇见你，因为你的出现让我的
生命变得不一样。通过认识你，我重新定位
了我自己！”

都说儿子是妈妈上辈的青梅竹马，从他
来到我的世界，我们就开启了腻歪的相处模
式。

“撒娇”这个词多用于孩子对父母，但我
却常常对我儿子“撒娇”，不是因为我特矫
情，而是因为我发现“撒娇”更能让他明白
自己的重要性。如今年4月我们一起去洛
阳看牡丹，逛石窟，由于是周末行程安排特

别紧，计划是当天到明堂看牡丹，晚上夜游
龙门石窟。可当晚上达到时才发现该景点
夜游项目取消了，顿时一天旅途的疲惫感全
部爆发出来了。小家伙却兴趣盎然，活力不
减，我心里想这个好机会一定要好好利用，
于是就借机“撒娇”，对儿子说：“阮大哥，我
好累，你要是能背背我就好啦！”他看到我伪
装的表情一点都没有察觉，反而像个小大人
一样说：“妈妈，再坚持一下就到舅舅家了，
你太重我背不动你，但我可以给你当拐杖。”
说完他就将肩膀向我靠过来，我窃喜的将手
轻搭在他肩上，边走边念道：“今天幸好有你
在，要不然我都坚持不下去啊！幸好这次出
门带上你了，真是没有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看到儿子脸上满足自豪的表情，我为自己的

“撒娇”成功窃喜。通过结合生活的实际时
不时对儿子“撒娇”，我发现他越来越自信，

越爱表现自己，爆发他的小宇宙。同时通过
“撒娇”事件也让我学会反思，我平时的工作
方式是不是太过生硬？给人一种不适感
呢？在与儿子相处中我也学会不断调整自
己工作状态，发现效果也不错呢！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华民族每个
家庭延续的根脉所在，在教育孩子方面没有
最好，只有最适合。我的童年中父母对我的
陪伴很少，所以现在对孩子是尽量多的陪
伴，可孩子是不是也如我的童年一样需要我
寸步不离的陪伴呢？我自己觉得好的对他
而言是不是好的呢？所以沟通的桥梁一定
要建立起来，跟他做朋友，通过不断认识他，
更好的调整好自己。用辩证的观点看待问
题，很多事情也是我没有经历的，陪着他一
起长大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也越来越好！

阮子航，认识你真好！

身边有朋友常向我抱怨，孩子进入叛逆期了，他要么不
想跟自己说话，要么说几句话就要吵起来。为什么自己听不
懂孩子的心声，为什么孩子总是不理解父母的苦心？曾几何
时，我也有过这样的苦恼，经过一番学习和摸索，我终于明
白，我们有一项必修课应该认真上好，那就是—— 学会尊重
孩子。

在手机的知乎APP里，曾有人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中
国父母有哪些典型的不尊重子女的行为？”以下是各种回复：

“妈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偷偷潜入我的房间偷看了我
的日记；爸爸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擅自把我最喜欢的玩具
小熊送了别的小孩；妈妈当着很多亲戚的面，吐槽我学习成
绩不好，还说了我很多糗事；妈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吼着
让我跟老师道歉；爸爸当着同学老师的面，狠狠打了我一个
耳光；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妈妈一边拉着我快速走，一边喋
喋不休大声责骂我的不是，引路人侧目；平时生活中替我做
主也就算了，最可恶的是竟然私自篡改了我的志愿，逼我选
择了我最不喜欢的专业”……

这种案例数不胜数，这种心理伤害竟铭记一生。很多父
母摆出家长的姿态，借着没有我哪来的你的理由，强行左右
孩子的想法。中国讲究孝道，不少父母都喜欢让孩子学孝
经，让孩子认识到父母的不容易，对父母的生养之恩要铭记
在心。在某些父母眼里，孩子是自己的附属品，他们的话孩
子不听就是不孝顺，且孩子只有听自己说话的份。

同事6岁的儿子，上一年级，有天放学后，他满头大汗地
闯进办公室。“妈妈，妈妈，我告诉你一件事。”同事看见满头
大汗的他，关切地说：怎么一脸的汗？让你不要跑了，你就是
不听，以后不要再跑了，生病了怎么办？”说完又是递温开水，
又是擦汗。“妈妈，我跟你说件大事！”“唉哟，你个小屁孩能有
什么大事啊，赶紧写作业去吧!”孩子不甘心，继续说：“就是在
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赶紧写作业去吧，别说了，妈妈要
出去一下。”对面的我，看见孩子委屈的眼神，忍不住问他到
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原来，从没有获得跑步比赛冠军的他，
今天下午得了第一。男孩生气地说：“妈妈为什么不听我说
话？我再也不想和她说话了！”

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疼爱有加，但真正尊重孩子的很少。
比起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孩子更希望父母不打断他，倾
听他的心声，听他把话说完。家长们，请不要随便讥笑孩子
的言论，漠视小孩子的思想。陶行知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
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耐心听孩子把话说完，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尊重，更是
父母最大的修养。

孩子进入小学高年级后，许多父母感到孩子变得叛逆不
听话了，非常生气。他们没有想到，孩子不接受批评，往往是
因为他们说话或处理事情的方式，使孩子觉得失去尊重。这
时即使你说的道理百分之百正确，孩子也不会听你的。

心理教育专家李子勋说：关系大于教育。可见，亲子关
系在家庭教育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做父母的都来学习
如何尊重孩子又不溺爱孩子吧！让我们认真上好建设和谐
亲子关系的必修课！

从幼儿园小班算起，孩子已完成了整整六年的学校学习，
目前看来，孩子一直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同情弱小，乐观快乐，
尽管偶尔会淘气，大多数时候很听话。回头想父辈对我自己
的期望，再看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和期许，感觉教育孩子很重要
的部分就是家风传承的过程，很多人家会以字、画、屏风等各
种形式将自家的家风展示在堂前醒目的位置，以传承给后代，
我想传承给孩子什么？思考良久，觉得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要的是勤劳，勤劳是我祖辈深入骨子里面的品质，我的
曾祖父是地主，因为成分问题到我祖父这一代吃饭成了大问
题，但祖父克服重重困难，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工
作原因常年不能回家，我祖母一个人靠挣工分，吃糠咽菜养活
我父亲和四个姑妈，等分田到户以后，又带领我父亲和几个姑
妈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勤劳致富，成了全镇第一个万
元户，供我上大学。我虽然一直读书，但田里的活我都拿得
下，照老人的说法，是个好把式，每年大学暑假那是必定要早
早赶回家参加双抢的，冬天寒假也要回家帮忙捯饬屋后的果
园、喂猪、喂鸡………一直到祖母过世，田地分给叔伯耕种。

再就是与人为善，与人为善是从小被教育的，祖母一个人
带五个“地主崽子”，在那个唾沫星子都可以淹死人的特殊年
代，是受尽白眼的，父亲自小会读书，上高中需要村里出证明，
村里就是不盖章，自然书就读不成了。以前只懂整人的人的
日子越过越差，时代变化后，我家里经济条件好了，碰到孩子
交不上学费，老人生病，只要来开口，几十，上百，祖母从未拒
绝过，几个姑妈想不通，“乡里乡亲，谁还没个难处？能帮一把
是一把。”祖母不识字，总是这几句朴素的话，大道至简，暗含
的就是包容和与人为善。带孩子逛街，碰到有翻垃圾箱找食
物的老人，都会买碗面或给几块零钱，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潜
移默化也教育到了孩子，坐公共汽车会主动给老人让座，会包
容同学的缺点，不嘲笑同学的成绩，看到家风的传承，心里很
欣喜。

不畏困难也是立家之根本，祖父做了老师，长年不在家，
又赶上自然条件恶劣，祖母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日子窘
迫得简直没法过了，祖母没有怨天尤人，起早贪黑，男劳力
能挣多少工分，她一样挣多少，靠的就是坚韧不拔的毅力，
靠的就是不畏困难的精神，把五个孩子拉扯大。父亲尽管
没能读高中，硬是靠着自己的艰苦努力，自学了高中和大
学课程，四十岁那年拿到了函授大专文凭。我自己12岁考
到县城读书，一直到大学毕业，包括后来参加工作，都是远
离父母，从来没有退缩过，从来没有向任何困难低过头，镇
上与我年纪相仿的现在大部分都在混日子或者啃老。随
着社会环境改变，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希望在自己的言传
身教之下，孩子能逐渐养成不畏困难、坚忍不拔的品德。

良好的家风是立家之本，勤劳朴实，与人为善，不畏困难
的家风是我祖辈积累传承下来的，我也要教育孩子，把他传承
下去，发扬光大。

孩子，
很幸福能陪你长大

605班家长 饶彬

时光荏苒，转眼间你已经上小学六年
级了，亲爱的孩子，看着你每一步的成长，
爸爸妈妈都感到喜悦无比。

孩子从小学习能力还不错，每次带他
出门逛街，看到街面上的五颜六色的广告
招牌字，他就会主动地问我们。就这样在
读小学前，基本的汉字他认识了很多，开始
能够自己独立阅读简单的书籍。我们给他
买了很多课外读物，他也能坚持阅读。他
最喜欢周末的下午一个人到新华书店去看
书，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孩子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简单的英
语单词。因为妈妈是英语老师，善于给他
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坚持用英语和
他对话，坚持约外教口语课，坚持每天完成
一篇英语阅读。

孩子有时数学考试成绩不理想，他自
己分析总说是太粗心了。我们告诉他：“孩
子，粗心不是借口，数学拿不到满分就是能
力还不够。失败了必须自己找出原因，没
有人能帮你，你只能靠你自己。成功的人
永远在寻找方法，失败的人永远在寻找借
口，当你不再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的时
候你离成功就不远了！”每天陪他完成田老
师布置的奥数题是我最期待的事，因为我
们倆经常会为了一道题目争得面红耳赤，
这个过程很有趣，我也很享受。我希望以
后在孩子数学的学习中，能跟他有更多的
讨论，他在进步，我们也在学习！

孩子和很多同龄孩子一样，课外有很
多兴趣班，如钢琴、书法、羽毛球等等。也
许有些家长们会说，孩子太辛苦了，他们会
快乐吗？其实有些觉得孩子辛苦，是因为
我们家长觉得自己学习和生活很辛苦，才
会觉得一个小孩子学那么多更辛苦。其实
在很多孩子的世界里，好奇心强，努力勤
奋，积极向上就是常态，我们可根据孩子的
爱好给他推荐一些学习的建议。我们要告
诉他：“生活是公平的，你选择了自己轻松，
那你身边的家人一定会为你的选择付出成
本和代价。你只有努力，才能对得起陪你
一起的那些人，那些真正爱你及你爱的
人。”尧尧经常很高兴地跟我们分享他今天
又学到了什么，我很替他开心，他能快乐地
学习着！

每年暑假我们会尽量抽时间陪孩子
一起出去旅行，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的
能力。现在每次旅行前，他会自己列一
个清单，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箱，然后在携
程网上帮我们订好机票和酒店。到了机
场，他会自己一个人单独办理登机牌，办
理行李托运，他很兴奋自己能独自完成
这些事！我希望能在他18岁前，陪他走
遍全世界，以后他长大了，能自己选择一
个喜欢的城市生活！而不会像我们这代
人，一直到大学毕业了，最远可能只到过
武汉。

孩子，很幸福能陪你长大。爸爸妈妈
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
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
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
不是被迫谋生。我希望你能长成你想长成
的样子，而不是我期待的样子。因为我知
道你并不属于我，你只是经由我来到这个
世界，去完成你自己的梦想和使命。我们
要成为孩子生命中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
伙伴，最慈爱的爸爸、妈妈。

其实在教育孩子这块我还是个学生，还
在学习和摸索的过程。

记得儿子刚上小学时面对新的学习环
境所表示出来的问题，我自己也特别急躁，
希望儿子什么都表现得好好的，面对这些问
题我也请教过不少老师和家长，也看过不少
关于教育的书，在这过程中确实收获不少，
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三年做个总结，理清过
往，让自己做更好的父母。

关于家庭教育我特别认同有学者提出
的三个关键词，即陪伴、阅读、习惯。

孩子在0-3岁和6-12岁这两个阶段
是最需要父母陪伴的，如错过这个阶段在孩
子青春期想跟孩子有个很好的沟通是很难
的，想要在孩子青春叛逆期少操心的话，那在
小学阶段的陪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让孩
子信任你就显得非常重要。有时我们往往容
易以为孩子还小跟孩子多说话没什么意义，
实际上父母说的话，即使孩子今天不懂但也
会成为他大脑里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中父母

在谈论政治，孩子今后可能会对政治感兴趣；
父母在抱怨，孩子可能就有了抱怨的情绪。

同时平常与老师的沟通也非常重要，多
了解孩子在校的言行。与老师配合，形成合
力，共同督促和提升孩子在面对与同学相处
方面，以及如何更好的学习遵守规则方面，
包括如何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方面，都是
需要家长和老师通力配合，及时对孩子进行
疏导，帮助孩子，学会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树立自信心，而孩子以后的为人处事的方
法，面对困难的态度，以及在学习方面的自
信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阅读是让孩子有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
源泉。儿子上小学前阅读是我最头疼的
事。庆幸上小学后在学校整个阅读氛围影
响下，儿子居然开始慢慢爱上看书，到现在
每天都会主动找书看。其实让孩子爱上阅
读也并不难，在学校和班级大力提倡阅读的
大环境下，学校的阅读氛围已经有了，家里
的阅读氛围就需要家长花点小心思。家里

书再多，放在高高的书架上或放在抽屉里
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放在孩子随手能拿得
到的地方。可以在家里孩子活动频率高的
地方放些较易吸引孩子的阅读绘本，给他
建立一个小小的图书角。我们家孩子平时
在客厅待的时间较多，我就在客厅的贵妃
椅一角放个框，里面放满了孩子看的各种
各样的书，但内容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刚开始儿子也就是随意翻翻美术绘本，
当时我的心态也较好，只要他能去翻翻书就
好了，不一定要他看进去，时间长了，终有一
天他会看内容的。后来我找准时机，我也时
不时拿起他的书看，装作很吸引我的样子，
告诉儿子“哇！原来你的书这么好看啊！”儿
子也好奇地拿起书看，一看都是讲的跟他身
边发生的一样的有趣故事，如《调皮的日子》
里面讲到跟他一样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碰到的各种问题和日常生活，孩子一看就被
吸引住了，每天放学回来就捧着这些书看，
从一本到全册，再到同系列的别的书，就这

样，慢慢地离不开书了。有时看到有趣的地
方一个人捧着书哈哈大笑。我也不时的把
他觉得有趣的书拿着跟他一起看。

阅读是有胃口的，到了二年级，他也开
始不满足于《调皮的日子》、《米小圈上学记》
等这些书了，阅读面也更广了，如《名人传
记》、《中国历史故事》，科技类、军事类等。
特别是关于科学类的文章，三年来每天都在
坚持看，从未间断。在三年级时，写了一篇
关于鸟巢的科技小论文获得了市小学生科
技小论文二等奖。根据老师反馈孩子平时
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也较精彩。通过这三年
的沉淀，发现孩子在科学知识这块掌握的比
同班同学要好一些，写童话类的约400字左
右的文章可独立完成，语言生动，思维清晰，
但在写关于景物的作文这块较弱，这点是后
期需要加强引导的。记得伏尔泰说过“读书
使人心明眼亮”，我想阅读这个好习惯我们
会一直努力培养下去。

用爱陪着孩子，静待花开的那天！

父母的必修课父母的必修课父母的必修课
602班家长 舒飞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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