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如此的幸运，因为你在天空中审视了那么
久，选择了我当你的爸爸。

在父亲的履历栏我如同呱呱落地的你，像一
张白纸。花开花谢，你从爸妈怀里到蹒跚学步；
春去春来，你从牙牙学语到走进课堂……你在人
生白纸上逐渐留下了许多丰富多彩的画面，逐渐
地成长。

直到有一天看到老师发来学校里你脏兮兮的
桌面，看到你龙飞凤舞的书写，看到你面对作业时
的狂躁，看到你被情绪控制似的不能自抑……才发
现作为父亲的我，成长已落后你太多太多。

我想我要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你：你在
玩耍时，我要在你身边收拾收拾家务，跟你请教
一首古诗或一个英语单词，或是我们一起游戏，
再去分享游戏的体会；你在学习时，我要在你身
边看看书，或是跟你一起同步学习，去感同身
受，一起面对学习的艰辛，一起分享收获的喜
悦；你被情绪控制时，我要安静地坐在你的面
前，理解你的焦躁，等待你的平静，抚慰你的心
灵……

我想我要更多地赞美你：龙飞凤舞的试卷上
有一个工整字迹，某一次回家后把事情安排得井
井有条，某一次积极主动地学习，某一次控制住

了自己的小情绪，我都要大张旗鼓地赞美你，赞
美你的进步，毫不吝啬地表达我的欣喜。

我想我也会更多地对你说不：当你问我，还
可以再看一集动画片再写作业吗？我会坚决地
说不，哪怕你打算又哭又闹；当你问我，可以先吃
一份鸡柳，再吃饭吗？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不，哪
怕你发脾气不肯回家；当你在上学前问我，可以
给我五块钱去抽牌玩吗？我仍然会说不，哪怕你
威胁不去上学……因为有许多许多的事情真的
不可以，我的孩子。

我想我还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去享受我们在
一起的时光，哪怕过程是鸡飞狗跳，这时光也绝
不是折磨，而是独一无二的幸福。我想我还要有
足够的耐心去等待，也许我的努力无法立刻见到
效果，但我仍要坚持，我相信也许在我没有准备
的某一刻你会忽然长大，牵我的手，抚我的发，因
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爸爸。

我想我还要更多地去学习，学习你成长过程
中的生理、心理特点，学习和你交流、沟通的方法
和技巧……学习怎样做一位好爸爸。

你不是校园里最优秀的一个，我也没有高妙
绝伦的育儿经，但我们都是彼此的唯一！就让我
们小手牵大手，共同努力，一起成长吧。

305班家长 涂瑞生

5月13日像往常一样儿子的电话在
快下班时就来了，电话那头他兴高采烈
的地说：“妈妈有你的信放在鞋柜上了，
你下班回来要记得看啊！不知道是谁写
的？妈妈你下班快点回来哈！”得到我的
肯定回答后，他又愉快的说:“好的妈妈，
我先写作业了，你回来我陪你一起看信
好不好？”我也故作神秘地说:“那肯定没
有问题嘛！好东西当然要和你一起分享
啊！”挂了电话，我心里嘀咕:“小家伙，今
天又要搞什么名堂呢？今天也不是什么
特别的日子啊？”期待回家与儿子相处的
时光。

钥匙还在门锁中转动，就听到门后
小家伙跑过来的声音，一脸的笑容，把我
心都融化啦！还不等我换鞋子，拉着我
的手就说:“妈妈今天有个好消息告诉
你，我被评选为五星级学生啦！我真的
好开心，全班就3个同学被选上啦！”听
完我用力将儿子拥入怀中狠狠的亲了两

下，竖起大拇指说:“你真的了不起，你当
选啦！说明你平时的努力得到了同学和
老师的认可。儿子真棒！”儿子的脸上乐
开了花，还在客厅学网上走起了六亲不
认得的步伐。 等小家伙心情平复一些，
我拿起了鞋柜上粉红色的手工信封，看
到信封上写着“阮子航给妈妈的一封
信”，“亲爱的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身体
健康！每天快乐！”还附了一副画，画中
的女孩被爱心包围。顿时眼眶一热，觉
得儿子真的长大啦！虽然他的脸庞还很
稚嫩，有时也会有小脾气和小调皮，但真
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会主动关心他人
了，当有同学在教室呕吐时他会主动清
扫现场；当得到老师表扬和同学肯定时，
他会心花怒放；当自己学会煎鸡蛋时，他
能体会每天爷爷做饭的不容易；当我怀
二宝爬楼梯时，他会主动帮助我提东
西。教育家陶行知说过：言传身教是最
好的教育方式。面对儿子变化，我很庆
幸自己一直都在和他一起面对问题，一
起成长，而他却把这功劳归结于我，他常
说：“妈妈的鼓励是我的动力”，而我何尝
不是呢？儿子愿意跟我分享他在校园的
一切，对我是何等的信任与爱呀！

以前的我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遇
到儿子犯错时首先是劈头盖脸的批评和
指责，儿子也像打霜的茄子，在家唯唯诺
诺的。拿破仑曾经说过：能够控制好自
己情绪的人，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
更伟大。为了儿子我开始努力学习控制
情绪，努力做一个平和的妈妈：儿子作业
没写完，慢慢写，多陪伴，少唠叨；儿子考
试没考好，忽略成绩，帮助解决问题；儿
子努力没有得到肯定，多抱抱他，鼓励
他。当我平和了，他亦平和了。家里每
天都充满阳光，这样的感觉真好！

在这里我想跟每位家长分享的
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和孩子相处
的时光！因为当我们慢慢变老，回忆
里每一段与孩子相处的时光都将是靓
丽的彩虹！

人的一生要考很多的证书，而为人
父母，是不用经过任何考核与测评的，很
多人是在自己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升级
为爸爸妈妈了。第一次当家长没有经验
也不晓得如何学习，导致在养育孩子的
过程中发生摩擦与孩子亲子关系不融
洽，育儿迷茫。可能是和我的职业有关，
从事教育事业15年，我相对于周边的亲
友来讲，我的两个孩子算培育得不错，他
们善良热情，乐于助人，阳光自信，对于
学习也比较积极主动，我非常爱他们。

我的女儿是2009年11月出生的，
在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有写日记
的习惯，在她出生后，我详细记录了她的
很多“第一次”，比如：第一次发烧、第一
次打针、第一次长牙、第一次扎辫子、第
一次叫爸爸妈妈、第一次站立、第一次摔
跤，第一次……通常我会在她生日当天
做详细的总结，形成一篇图文并茂的“周
岁礼物”。

我记得在女儿三岁的时候，我给读
她一周岁的文章时，她把我抱得紧紧的，
依偎在我怀里，那么安静，那么感动。我
很庆幸在别人看来比较难坚持的事，我
这九年来坚持得还不错，我计划等她十
八岁的时候，将这些记录的图文装订成
一本书，送给她当做成人礼。我深信当
她在成人礼现场收到这样一本记录了她
从小到大的样子，里面详细记录了她每
年不同的成长变化，她一定是会觉得这

是最棒的成人礼物吧。
在女儿四岁的时候我们家迎来了新

的成员：弟弟。从小女儿就很喜欢这个
弟弟，偶尔也会吃醋，但是她心里还是非
常爱这个弟弟的，弟弟从小很崇拜姐姐，
尤其是四岁以前几乎是以姐马首是瞻，
随着长大两个小家伙的相处模式也不一
样了，偶尔闹不愉快了，我是不会参与其
中，待他们其中一个冷静下来了，我就给
他看看生日的记录，当他看到姐姐之前
有这么多爱自己的图文时，心顿时就又
暖又软了。记得有一次给弟弟分享完
后，姐姐完全不知情，只觉得弟弟怎么变
得这么热情了，分享自己的玩具给姐姐，
说爱姐姐，还要抱抱要亲亲，哈哈，现在
回想起那个场景我都忍不住要笑出声。

另外我们家还有这样一个规定：哭
闹撒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什么，明
确提出，家长分析确实需要就会给孩子
采购。如果提出的理由不充分，是不会
同意的。如果哭闹撒泼，是一定达不到
目标的。从他们记事起他们就知道要好
好说话，正确表达，同时还要学会控制自
己的情绪。这种理念用在吃饭上也是一
样的，只要有营养，嘴不需要，身体需要，
还是要吃的。所以我们家两个孩子也不
挑食，身体也非常健康。

经常能听到最好的爱是陪伴，家长
如果一年不陪在孩子身边，就无法记录
他们成长的点滴，就不会了解他们每一
年每一月的变化，更不能用言行去影响
孩子。所以我们一家人很少分开，孩子
们是在健康愉悦的氛围里成长，这样赋
予孩子的是无形的能量，会大大提升他
们的自信与乐观。哪怕遇到了困难或批
评，他们也很快能接受和消化。

和睦的家庭比任何教育都重要，家
里快乐的氛围可以教会孩子许多书本上
学不到的知识。家长要真正蹲下来和孩
子做好朋友，做他们一生的知己，智慧的
父母。懂他们的甜，品他们的苦，解他们
的难，除他们的惑。

育儿心得
414班家长 梅秋兰

和儿子一起长大
306班家长 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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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年级教了很多年，突然带了一年级，
人好像很不适应。那么小的孩子，和他们说
话要蹲下身子，语气嗲声嗲气，语速要慢，倾
听孩子说话要耐心，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替他们的水杯接水，系系鞋带，不停地发发表
扬卡。一下子我真的很难转换角色。高年级
的孩子就不同了，一两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
能领会老师的意思。无论写作业，参加校内
活动，清洁大扫除，都不需要老师操心。

作为一名教师，社会上称之为阳光下最
光辉的职业，我的原则是尽心尽力完成好教

学工作，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来教书育
人。于是，我逐步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尽量
与低年级的教学方式接轨。备课、上课、课堂
活动，我都学会做好它。

渐渐的，低年级教学的劳累与繁琐在我
的心中淡化，看着孩子们那如花朵般的笑靥，
我感受到了和小朋友们打交道的乐趣。孩子
们也把我当成了一位温柔可亲的阿姨，总喜
欢围绕在我身边，叽叽喳喳的，像一群快乐的
小鸟。

熟稔之后，小朋友们身上的那种调皮的
本性就显山露水起来，说小话的，在座位上乱
扭动的，随意下位的，课堂上混乱起来。其中
一个叫小轩的孩子，长得白白净净的，十分可
爱，平时上课发言举手很积极。我也十分欣
赏他，常常点他起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有
个特点就是很喜欢出汗，家里人总是给他塞
个毛巾隔汗。

有一次，小轩异常地吵，不停地和前后桌
的同学说话，我轻轻地劝阻了他，他听了劝
告。安静一会儿之后，他又低头说起来，手里
还玩着铅笔和小纸片。我已经上了一节课
了，很累，加之当时纪律不太好，我的耐心一

下子降到很低。于是，忍无可忍的我冲到小
轩面前，大声说道：“请安静，好不好？别的同
学还要听课呢！”

只见他涨红了脸，头发上又冒出汗来，腾
起几丝热气，显得十分焦躁。小轩扭了几下
头，好像克制不了自己的激动情绪，突然，他
的举动吓坏了我。只见他伸出右手，重重地
打在自己的脸上，一边说着：“你又说话啦，为
什么犯错呀？”他打自己打得很响，旁边的同
学都愣住了，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随后，我制止了他。过了一会儿，等他平
静下来，我才开始讲授新内容。在课堂上，我
不时地瞅瞅这个孩子，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在课余，一个疑问凝结在心中，形成了一个大
大的问号：孩子为什么要打自己？

我思考，我质疑，我寻找着答案。这是我
所未接触到的领域。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
我终于找到了答案。这是一个敏感而自尊心
极强的孩子，他认真学习，追求上进，自我表
现意识很强烈，迫切希望自己成为班上优秀
的学生。同时，他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弱，管不
了自己爱说话、爱玩的小毛病。在我的训斥
中，现实表现与预期要求有一段距离，一时之

间他又难以改变自己，因此，他的应激表现为
重重地打自己想改变却又不能自拔。小轩的
内心与自己行为产生了矛盾，他自责、羞愧，
所以行为令人吃惊。

看到那一幕，我不忍心了。在反思过程
中，我质问自己，怎样避免第二次出现这样的
状况？怎样消除小轩的负面心理？我认为，
自己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一、经常与小轩
谈心，了解他心里想些什么，发现问题及时对
症下药。二、将对小轩的要求降低，让他容易
达到老师要求，发现问题，用恰当的方式解
决，不当众人的面说他。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小轩有了明显的
进步，课堂上守纪律了，只轻轻打了自己一
回。所以，在各种类型的学生面前，一定要思
考出现的问题，找到症结所在。并且，我还发
现老师教育学生所呈现的应该是“正”能量，
让学生朝着老师预期的良性的方向发展；而
不能因为教育学生采取不当方式，孩子们得
到的是“负”能量，那只会偏离教育的方向。

从这一个例子中，我明白了：老师，请给
予孩子正能量，让他（她）在你爱的光环里幸
福成长！

教 育 感 悟教 育 感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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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实验小学 黄美芳

几年前刚开学，我班又转来了几位学生。这可真让
我困扰呀。因为每次转学来的孩子中，特别优秀的孩子
并不多，成绩不突出的，习惯稍差的比例较大，这不，请
看看这位胖小伙，他叫小刚，圆嘟嘟的脸，胖胖的胳膊腿
儿，整个看着很喜气，理个平头，精神抖擞，可是还没经
历一个星期，我就觉得他是个“刺儿头”了。

首先，他从不写家庭作业，每天早上组长收作业本，
不交作业的名单上就有他,各种理由搪塞。出于要他改
正缺点、教育教育他的心理，我走到他面前，大声说了一
句：“请你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及时交作业本，不要把以
前的坏习惯带来了！”

只见小刚垂着头，耷拉着眼皮，两只小胖手绞在一
起，不停地揉着，突然之间豆大的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渗
出来，一大滴一大滴地落在语文书上，一下子就将纸张
濡湿了。没想到这小孩挺能哭的，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俗话说：“女孩是水做的。”这个小男生让我改观：男生也
有会哭能手。

有一次，他由小哭变成了大哭，彻底释放了一回。
那是一个秋季运动会，我班有幸被选中担任开幕式的鲜
花队，我按学校要求对学生们做了安排：每人准备两束
鲜花，在教室里练好口号，配上相应的动作。接着，大队
伍来到大操场来练习了。在跑道上，四个队伍要走直
线，经过主席台时挥舞手中的鲜花齐声喊口号。烈日炎
炎，一会儿，大家都晒得热汗直流，有气无力的，很疲
劳。于是，我让孩子们稍做休息。

队伍有点乱，说话的比较多。我强调了几次纪
律，终于大部分学生安静下来。开始彩排了，队伍的
一个角落里总有声音传来。我循声望去，是小刚在说
话。我走到那里，轻轻地提醒小刚不要说话。他毫无
顾忌地说着，特别影响鲜花队的前进。我急了，说了
一句：“不想认真排练就走开！”换了别的男生，也许就
安静下来认真练习了，小刚就不同，只见他立刻气呼
呼地跑到一边，老远站着，又在不停地掉眼泪。过了
一会儿，双脚一跺，他狠狠地将手中的塑料花扔在了
地上，大哭起来。

当时的我心中五味杂陈，并非有心批评孩子，只因
天气燥热，又要彩排有效果，才需要管好纪律。没想到
这孩子这么急躁。我用眼神暗示旁边的一个孩子将他
劝回来，这个学生很机灵，他很快跑到小刚身边，在一旁
说了很久，但是没有效果，小刚充耳不闻。

排练要继续，我完全可以把他撂在一边不管，但是
考虑到这是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把一个孩子排除在
外，也不太好，容易影响孩子。于是，我压下自己的尴
尬，主动走到他的面前，开导小刚说：“老师并不是要批
评你，集体活动就是要讲纪律，你还是回到队伍里，咱们
抓紧时间练习入场式吧。”他的情绪略微平复了一些，悄
悄地回到了队伍里。

对这种敏感又脆弱的孩子，我是不是要改变策略
呢？运动会结束之后，我思考着这个问题。通过多渠道
了解，我知道了他的状况。他来自广东，我想有可能是
转换了学习环境，老师的教学方法不同，同学不熟悉，小
孩不适应。再就是本身的学习基础薄弱，对学习有畏难
情绪。他的爸爸由于工作很忙，很少管家里，小刚还要
带一个上一年级的弟弟。重重压力，只有通过哭泣来排
解了。

于是，我在发现他有缺点的时候，通过他的同桌转
达我的想法，告诉他应该怎样提高。解开心结要用和风
细雨的方式。慢慢的，课堂上可以看到他认真听讲的样
子了，有时候虽然眼神有些迷惘，但远胜从前。作业也
交了。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但有了进步。特别是有一次
大扫除，其他人跑了，他还是一板一眼地扫着清洁区。

当我在班会上一次次夸奖小刚时，我发现他笑了，
那微笑真甜。原来小刚也有微笑。男孩，请不要再哭
泣，扫除坏心情，拿出明朗的笑容来，每个人会觉得你很
可爱！

男孩，请别哭泣
市实验小学 徐惊雷

前不久聚会，一个在外交流的老师分享了班
上一个孩子的作文：“妈妈，我想对你说，你可以多
陪陪我吗？当你全神贯注在麻将场时，当你聚精
会神沉浸在电视剧情中时，当你沉迷在手机游戏
时……我多么想你能多看看我，跟我聊聊天，陪
陪我啊！……”听完了这篇《我想对你说》的作
文，让同为母亲的我不禁泪目。我似乎能看见在
一个巨大的背影下一个小小的孩子渴求的目光。

陪伴，一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却似乎成了一
种奢求。

陪伴，不是“你在电话那头，我在这头”；陪
伴，不是简单的“我在家”；陪伴，不是“给你三
餐”；陪伴，也不是明明坐在一起，孩子看着我，
我却看着手机……

如果你爱孩子，就多陪陪孩子吧！陪伴，一
定要参与到他的学习中来。“宝贝，今天上课老
师讲了什么？你收获了什么？有什么不懂的
吗？”三问便可以知道孩子上课的状态，也表达
了帮助的意愿。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感受他
的学习态度，给出鼓励和改进的建议，让孩子感
受到，在学习中，我们是同一战线的队友。如果
可以的话，孩子看书，我也看书，一起分享书中
的趣味和感想；孩子练字，我也练字，评一评谁
的字写得好；孩子学英语，我也学英语，让他当
一当老师，体验一把“教训”父母的自豪感……
若学习，对他而言是“直挂云帆济沧海”，那就让
你的陪伴成为他的一股风，若学习，对他而言是

“路漫漫其修远兮”，那就让你的陪伴成为他任
重道远中的一根拐杖。

如果你爱孩子，就多陪陪孩子吧！陪伴，一
定要参与到他的爱好中来。你一定知道孩子的
兴趣和特长，在参与中去鼓励他，提升他，让他
收获快乐，感受非凡无比、与众不同的自己。童
年，应该是五彩缤纷的，充满欢声笑语的。若孩
子喜爱泥土的芬芳，我便与他“采菊东篱下“，”
带月荷锄归”；若孩子喜爱自然的馈赠，我便与
他“小娃撑小艇”“溪头卧剥莲蓬”；若孩子喜爱

钓鱼，我便与他“侧坐莓苔草映身”；若孩子喜爱
风筝，我便与他“忙趁东风放纸鸢”……多彩的
生活，他怎会不热爱，有趣的陪伴，他又怎会不
快乐？

如果你爱孩子，就多陪陪孩子吧！陪伴，一
定要参与到他的喜怒中来。你懂他喜乐为何，你
知他因何伤怀。孩子的小情绪，于你是不值一提
的小笑话，于他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件。他开怀大
笑时，你且陪着乐，他伤心落泪时，你亦不必扮演

“法官”、“哲学家”。心爱的小乌龟死掉了，陪着
他进行一场隆重的告别吧！竞选失败了，陪着他
借吃消愁，再化食欲为动力吧！你若乐，我是分
享者，你若悲，我是倾听者。孩子，你的成长之
路，我一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著名作家龙应台说过，“所谓父女母子一
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
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
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随着
孩子的羽翼渐丰，父母与孩子，总是在渐行渐
远。所以，在他渴求你的陪伴的时候多陪伴，愿
每一个今天都不会成为明天后悔的理由。

惟愿，你的陪伴是孩子最美好的回忆！

爱我你就陪陪我
市实验小学 金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