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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
家庭

教育理念: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能让孩子秉持善良、包容的品格。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辅
导孩子学习时，解题方法比答案更重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引导孩子自律、慎独，好
习惯受益终生。

很早的时候，就听一些成绩优
秀孩子的妈妈说，好的学习习惯对
孩子整个学习阶段非常重要，前三
年是培养好的学习习惯的关键时
期。作为一位陪伴刚入学孩子的家
长，心里忐忑，而又充满期待。

大宝刚入学的时候，小宝4个
月，在脑海里回忆看过的有关学习
方法，学习效率等相关的视频，为大
宝制订“培优学习计划”，放学回来
复习、做作业、检查、复习、吃饭、跳
绳、散步、阅读……

希望如此科学的安排，能培养好
的学习习惯，获得好的学习成绩。

现实的生活不断的在考验二
胎妈妈，每天下班回来后，排在第
一位的是陪伴大宝做作业，可小宝
不干，哭闹地要妈妈的怀抱，妈妈心
里焦急的担心着大宝的作业，而简单
的作业做得不正确时，妈妈更是没有
耐心，指责批评大宝上课没认真听
讲，总之是各种的一地鸡毛……

看到大宝沮丧的样子，作为母
亲是心疼的，不仅反思，这是我想要的吗？
不，我想要的是孩子有个身心健康快乐的
童年，于是我查阅大量的资料，了解到，最
影响家庭关系的是陪孩子做作业，孩子由
于身心发展还不成熟，心理承受能力低，很
容易受到伤害。父母的负面评价则容易削
弱孩子的自信心和学习的积极性，使孩子
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和低水平的自我价值
感，久而久之会造成孩子逃避、厌恶作业的
消极心理。

家长在作业指导过程中，应当尊重孩
子的人格和意愿，耐心倾听孩子的想法，平
等友好地与孩子沟通交流，恰当地运用表
扬和批评手段，切忌使用辱骂性的语言。
同时，在努力为孩子提供作业辅导和帮助
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培养孩子积极主动的
学习态度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完成作
业的过程中，当孩子遇到问题时，家长不要
第一时间提供帮助，而首先应当鼓励孩子
积极探究，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当问题

的确超出孩子的能力范围，孩子自己
难以解决的时候，家长给予适度的帮
助。这样，不仅有利于避免孩子在作
业过程中养成过度依赖家长的倾向，
而且有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作业习
惯。

家长要学习，不断地提升自身的
教育水平，家长在工作之余应当主动
学习一些教育理论知识，提高自身的
教育素养，了解孩子在不同阶段心理、
生理的发展规律以及孩子的个性，如
此才能懂得怎样激发孩子的学习欲
望、学习兴趣，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习
惯等。同时，在进行作业指导时，应当
注重技巧，要结合孩子的自身特点，使
指导行为更为科学化。另外，家长还
可以通过与教师和其他家长积极交流
的方式，借鉴他人有益的教育经验，运
用到自己的作业指导实践中来。

充分尊重孩子，树立平等的亲子
观，父母尊重孩子的意愿，给予孩子积
极的评价可以增强孩子的自我效能
感，有利于其身心的健康发展。每天

晚上完成作业和阅读后，其余的时间都是
我们的快乐时光，叮嘱大宝，高效正确的完
成作业，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玩了，她做作
业的效率果然提高了很多，经过了一年的
磨合和改进，大宝主动完成作业的习惯基
本建立，我下班回来后，作业已基本完成。

每一位孩子都是坠落到人间的天使，
感恩天使带给我们的幸福和快乐，也感恩
让我们有无限的动力陪伴天使们共同成
长！

2007年的护士节，你迎着那缕和煦的
阳光，来到了这个世界。今年刚满11岁的
你，是沐浴着父母的爱、爷爷奶奶的爱长大
的孩子，向上、向善，用真诚和阳光，让周围
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温暖，用爱诠释了一
种别样的最美孝心……

在家中的你——有担当、知冷暖

还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被烫伤，放学
后听到这个消息的你，一下公交车就甩下
爷爷，一个人飞奔回家。急促的敲门声过
后，喘着粗气、满脸汗水的你冲到我面前，
第一句话就是妈妈你怎么样了，让我看下
你的伤口，接下来你为我拿靠枕，凑到我耳
边细数晚上的饭菜让我点菜，顾不上自己
吃饭先喂我吃，为我擦拭完嘴角又轻轻帮
我捏脚。此刻，望着你，儿心细如女，我心
里涌出一股热流，波及全身，冲到眼角。

还记得，在很多哥哥姐姐都排斥父母
生二胎的时候，你全程照顾因孕期反应特
别大而在家休息的我，端茶递水，步步搀
扶，别人家的孩子是跟妈妈抢鸡腿吃，而你
却坚决将所有的好吃的都留给我；我的预
产期正好临近期末考试，但你坚持向老师
请假半天，守在手术室外等我出来，因为你
说你不放心我，你哪知在我进手术室前你

在我额头上的一吻已给予了我极大的力
量；你因为心疼爸爸妈妈带弟弟的艰辛，所
以只要你一有空，你就会帮忙照看弟弟，喂
奶、洗奶瓶、哄睡，这在常人眼里觉得不可
能是一个男孩能做到的事情，你却觉得理
所应当，只因你想尽自己所能让爸爸妈妈
多休息一下……

你是一个“天使”，温暖着家中的每一
个人。

在学校的你——有规矩、求进步

还记得，一年级，走在放学队伍中的你
突然跟老师请假要回教室一趟，原来你担
心停在窗户上的鸟儿会飞进教室拉便便把
课桌椅弄脏而特意回去关窗户，六岁多的
你不及窗户高，只能辅助桌椅踉踉跄跄爬
上爬下累出一身汗，而此时，你仍不忘细心
地往桌椅上垫上一张纸，你关上了窗户，孰
不知作为妈妈的我，是有多担心在空无一
人的教室里，你万一摔倒该怎么办；还记
得，一年级，你因为缺少维生素双手干裂褪
皮，医生给出的建议是少摩擦，少接触脏东
西，可是不管该不该自己值日，你仍坚持每
天早早去教室，在完成自己责任区的同时
还帮助同学打扫，摸着你被扫把蹭得更深
的裂口，我问你疼不疼，你说疼，但你说，你

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给别人带来负
担，所以即使疼你也要坚持完成自己该做
的事情。你懂得，自身的道德修养比成绩
更为重要，所以你严格要求自己，讲文明，
热爱集体。平日里，陪身体不适的同学上
校医务室，不厌其烦地帮助同学提高学习
成绩，拿出所有的压岁钱捐助患白血病的
同学。在老师眼里，你是一个可以放心交
付任何工作的好帮手；在同学眼里，你是一
个热情真诚、热心热肠的好朋友。你最早
一批加入少先队，当选为班上第一个“优秀
班干部”；你荣获全校“文明行走之星”，多
次荣获“五好学生”、“五星级学生”、“学习
之星”等荣誉称号。

你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小太阳”，
感染着老师和同学。

在社会上的你——有爱心、乐助人

还记得，当看到路边行乞的人时，你眼
中透露出一丝怜悯，找我要钱给他们，我说
这种人其实不用管，因为好多都是骗子，你
说，妈妈，即使是骗子我们损失的也不过是
几块钱，可是万一不是骗子我们的一点点
爱心多少也能帮助到他们，简单的一句话
倒让我开始羞愧了。我们家离学校非常
远，但是在公交车上，只要看到了老爷爷、

老奶奶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人，你都会主动
让座，即使需要背着重重的书包在人潮拥
挤的车厢里站半个多小时，你仍然面带微
笑，因为你知道帮助别人同样也能让自己
收获快乐！

你是一阵春风，轻拂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就是报答，孝

就是关爱，所以，心中有孝，才能感悟充满
孝心的世界，心存感恩，才能体验生活给予
我们的一切。孝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
心，你正是抱着这种感恩的心去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小事，你用你的实际行动向我们
展示：能独立生活、学习，能与周围人愉快
相处，能让父母放心的孩子，就是这个时代
最美的孝心少年！

儿子出生在福建，童年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山
有水，也有很多玩伴，无忧无虑地度过了最美好的岁月。可是
关于他童年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也是零散地如碎片般的断
片。由于工作的原因，无法像其他父母时刻陪伴在儿子的身
边，看他笑，看他哭，看他一点点长大。

当我想努力回忆起他那天真无邪的模样时，却猛然发现
他已经悄然长大。虽然偶尔会在我的面前撒撒娇，却似乎没有
那么黏人。慢慢地发现在家他喜欢独自玩玩具，有时专注得旁
若无人；当他的身边有了小伙伴的时候，嬉戏玩耍总要停留很
长时间；走入热闹的商场集市，也再难让他时刻紧跟上我的脚
步。当我想试着对他亲热时，却发现他已有了自己的世界。也
许我错过了属于我们最好的岁月。

由于上学的缘故，千里迢迢回老家，想着给予孩子一个稳
定的学习成长环境，来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这里是
我的故乡，却是一个离梦想很遥远的地方。抛弃事业和工作的
我，只能重新找回以往的匆忙，搭建新的生活圈和关系网。对
于儿子的家庭教育，更多的重担托付到妻子身上。我错过了儿
子上学的第一天，错过了目睹他奔向校园的背影，错过了陪伴
他的朝霞和夕阳，错过了温泉的风，温泉的雨，彷佛在一刹那
间，我发现儿子校园道路旁的树叶开始飘落，天空飘起的雨滴
有些微凉。

我开始慢慢去关心，去倾注更多的时间。我尝试着早早地
骑车送儿子去上学，哪怕是那一会儿时光，骑着车教他背诵几
句诗词，或是吟唱两首儿歌；我试着参加儿子学校组织的六一
美育节活动，看着他穿梭在人群中，积极踊跃地参加各项活动，
看他那充满笑容却又略带童稚的脸庞；我试着聆听儿子加入少
先队员时的誓词，看他那直挺挺的身板、坚毅的眼神和严肃的
表情，听他那掷地有声的誓言、高亢激越的声调和崇高的愿想；
我试着像其他父母早早到校门口等着他，看他从人群中跳跃出
来，看他和小伙伴们分开时的样子；我试着周末带他出去野外，
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听听鸟儿的声音，看看外面的风景，感受自
然的气息；我试着让他走入嘈杂的都市，看城市的琳琅满目，看
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感受世界的变幻……

我不知道是儿子的改变促使了我的改变，还是我的改变让
儿子得到了改变。或许是那秋天的一阵风，吹开了我被现实迷
离的双眼，或是那一滴雨，溅醒了我看似忙碌奔波的生活。

这一切让我试着放下了脚步，放慢了节奏，让我有了更多
地时间去思索，也许除了每天的生活，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东
西值得去珍惜，去感悟，去陪伴。对于儿子的爱和教育，也许我
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真心。不让遗憾成为伤痛，不让
无奈变成懊悔，不让错过成为缺失。

以身作则，让儿子成为一个善良的、正直的、勇敢的、有责
任、有担当、独立的人。

用爱诠用爱诠释最美孝心释最美孝心
611班家长 杨敏

爱的传承
206班家长 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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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班家长 胡丽

“妈妈，明天放假了，我们回老家看爷爷
奶奶吧？我想他们了。”儿子一放学就跟我
商量明天的行程，“好啊，妈妈也两个星期没
回家了，明天我们一起回家陪陪爷爷奶奶。”
儿子听了别提多高兴了，家常的对话，却是
儿子感恩的心！

儿时的我们，生活在乡下的破房子
里，没有好的环境，却因为父母无私的爱让
我们变成最幸福的孩子。因为有勤劳的父
母努力工作，很快在我们刚懂事的时候就住
进了楼房，我们有过叛逆，气得爸妈直跺脚，
也经历了成长，让爸妈失望难过，然而，他们
一如既往的对我们好，爱我们，无私的付
出。我们为人父母了，却还是让他们操不完
的心，帮我们带孩子，给我们最周全的后方，
让我们能专心工作，过上更好的生活。

生活让我变得懂事起来，能体会父母的
不容易，才发现父母已日渐苍老，看着妈妈
脸上的皱纹和爸爸两鬓的白发，心疼不已。
生了儿子以后，爸爸因中风腿脚不便，为了
能让我出去工作，改善家里增加的开支，拖
着病腿继续给我带老二，手不能抱，天天推
着婴儿车里的孩子在家附近转悠。在他们
的辛苦付出下，孩子日渐长大，对爷爷奶奶
特别依赖。小小年纪的就吹牛说：“奶奶，我
长大了给你买车，买你喜欢的所有东西。”

“爷爷，你最喜欢的手机，我长大了给你买。”
爷爷奶奶会心一笑，他们只需要他健康快
乐的长大。

为了孩子入学考虑，我们搬家了。孩
子们舍不得离开，对爷爷奶奶恋恋不舍地
哭喊。我们带着不舍离开了，再也不能天
天问候，日日晃悠，却始终离不开父母深
深地牵挂，孩子们离开后的念叨。一到放
假的时候，孩子们总会想着回到爷爷奶奶
身边。星期天上午我说我们回去吧，孩子
们说中午再回，到了中午，孩子们又总会说
晚上再回，能拖就拖的战术，也是对爷爷奶
奶最深的依恋。带着满满的爱意，在崇阳
开往温泉的路上，虽然儿子坐车会晕车，也
不会忘记想见到爷爷奶奶的开心和满足。
父母的爱总是那么无私，在我们困难时给
我力量，失落时给我信心，那股如丝般连绵
不断的爱成为我坚强的后盾，让我们时刻
感到温暖，平凡的父母不凡的爱，就这样
伴随我走过每一条坎坷的路程。

父母的身体每况愈下，爸爸再次严
重中风，我心中的大山轰然倒塌，不能说
话，不能动弹，完全需要照顾，为了我们
各自的家庭，妈妈再次接过重任，在她本
该休息的年龄，在本该我们回报他们的
时候，用她那并不硬朗的身躯，照顾着生
病全瘫的爸爸，孩子们每次打电话给奶
奶，都说：“奶奶，照顾好自己和爷爷，不
要太累了”。贴心的话语总让奶奶热泪
盈眶。我们回家的更勤了，孩子总说，爷
爷奶奶把我带大的，我要多回家陪陪他
们。每次我们回家，听到孩子叫爷爷，爸
爸非常开心。虽然不能说话，但我却读
懂了他那慈爱的眼神，在他的目光里，我
读到了伟大的亲情，虽没有体贴的温馨
的话语，却在他看到我们回家落下的眼泪
中感受到了所有的爱！

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相信孩子们的这份美好的情感对他们未来
是不可或缺的，传承的爱能让他们真心的爱
护身边的每一位老人！

304304班 舒译萱一家班 舒译萱一家

我与儿子
203班家长 林振阳

06：15起床、准备早餐；
06：45孩子起床、晨读打卡、早餐；
07：20送孩子出门；
07：35抵达学校；
08：00上班；
16：00接孩子；
16：30练琴或画画；
18：00家庭作业；
19：00晚餐；
20：20洗漱；
20：30背诵课文、阅读打卡、听故事；
21：00睡觉。
我的孩子上实验小学二年级了，以上这一份作息时间表，既

是本学期我家孩子的，我相信，也同样适用于所有小学的孩子。
刚开始，多少是有一些不习惯。暑假的慵懒与散漫，不光

延续在孩子身上，作为家长，我也是要在闹钟的提醒下才能勉
强从床上爬起来，然后一阵忙乱、催促、紧张地带着娃，挤过人
潮拥堵，赶在上课铃响的前3-5分钟，气喘吁吁目送孩子进校
门！

开学初，也许是暑期不见同学间的想念、也许是新教室
的新奇和吸引，也许是迎接新老师到来的兴奋与开怀，孩子
总是早早就醒来，一路跟我聊天到学校。放学的时候，满头
大汗，直奔我面前，嚷着说，妈妈我好饿！晚上，跟我还是有
讲不完的话题，拖拖拉拉不肯自己去小床睡觉。到第3天、
第4天，孩子起床越来越磨蹭了，总说，妈妈，我还想再睡一
会儿，就一会儿……然后，我一转身，穿衣服到一半的娃，又
倒床上了，一脸的迷糊。

过了一段时间，接孩子的时候，明显感觉她言语少了，闷
闷不乐。我问其原因，才知道，周一升国旗，要更早的抵达教
室，她，还有另外几个小朋友迟到了，老师虽然没有严厉批
评，但是作了新的班级管理制度和新要求，孩子们内心还是
知错的，所以既有不悦也有担心，担心班级扣分、担心自己早
晨起不来。晚上临睡的时候，孩子一本正经的说，妈妈，我明
天早晨5:00就起床，老师说过二年级的孩子应该比一年级更
早到学校。我偷偷的笑了，悄悄的把小天才手表的闹钟往前
调了5分钟。

周末的时候，陪孩子新购买了她喜爱的图书，又去超市新
添了一些操作便捷又符合孩子营养需要的早餐食物。我想，早
睡才能早起，睡前阅读倒是非常不错的的主意，值得陪孩子一
直坚持下去。而早餐的准备时间越高效，应该可以更好的帮孩
子节约时间。就这样，每天改善一点点，孩子的作息也越来越
有规律了。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和我们的孩子都应该走出舒适区，
树立新目标、严格遵从老师的教学要求，加快步伐！值得高兴
的是，我和孩子调整并且很快适应了新的作息时间。电话手表
设定了作息时间，孩子和我，总在相互提醒和相互配合，生活学
习、学习生活，有条不紊。

我想说，孩子，谢谢你，治愈了我的黑眼圈，从此早睡早起，
跟紧步伐，陪你一路前行，陪你成长进步！

孩子，陪你一起长大，何止是一日三餐吃饱穿暖那么简
单！如果不能跑得更快，又如何走的更远？所以，作为父母，共
同进步是我们一生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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