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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容

家长是否需要监督陪伴孩子写作
业？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上学第一天，老师一般会把课程
表发下来，或者发布到网上，家长打印
出来，贴在孩子书桌前的墙上，嘱咐孩
子每天写完作业，按第二天的课程安
排收拾书包，家长不要干涉。这样，一
来尊重孩子，不翻孩子书包；二来完全
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
情。我每天顶多在睡前提醒一句：书
包收好了没有？偶尔孩子忘带东西会
打电话要求送去，要是方便我就送，要

是不方便就算了，自己吸取经验教训
去。

同样，给孩子准备一个本子，每天
放学前把当天布置的作业项目抄录下
来。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写字不易，不一
定非得每个字都抄完整，可以画图、自
创特殊标记、自创缩写形式，总之能记
得下当天作业内容即可。从一年级开
始就要培养写作业的好习惯。

刚开始的头两个月，我会每天看看
当天作业内容，估算一下作业时间。一
项可以在15分钟内完成的作业，我给
20分钟时间，到点无论写完没写完，我
来收作业本。假如未完成而提不出合

理的理由，我不会让孩子再继续写。没
写完，第二天就没作业交，这个后果由
孩子自己承担。而且，为了不让老师误
会，我会立即与老师沟通，发信息或致
电都可以，告诉老师今天孩子的作业情
况，以及为何未完成，嘱咐老师明天在
学校给我把孩子狠狠地批一通，老师一
般都很乐意配合的。这么整上一两次，
孩子便不会再拖拉。

孩子的作业，我不会每天检查。因
为这样的话，老师自己在作业中看不到
问题，便不清楚教学过程是否有潜在问
题。大概一周左右，我会看看孩子的作
业情况，得分在A以下的，我会着重看

看问题在哪儿，有哪个知识点没搞明
白，把小黑板拉来，随手出几道类似的
题目讲解一下，五分钟就可解决问题。
孩子的问题，即发现要即解决，否则积
重难返。

但我一定不会坐在孩子身边瞪着
孩子写作业。当中若有疑问可以来要
求协助，但不能不会一个字就来问一个
字，把一项作业写完后，统一来问。

另外，孩子高效写完作业以后，我
绝对不会因为时间尚早而再布置其他
的练习题。假如因为高效完成任务而
导致任务增多的话，傻瓜都知道该磨洋
工。

家有儿女
JY

一只母鸡
名叫叶芽
■ 黄文玮

如果白天不是太累，晚上陪妡
儿睡觉的时候给她读故事是我喜
欢做的一件事。很享受一天中的
这段时光，放下手上的一切，和我
的小人靠在一起，一同进入故事情
节。

年初，在愉悦妈妈的推荐下，
给她买了两本书，《鸡妈鸭仔》和
《走出院子的母鸡》。《鸡妈鸭仔》是
绘本，其原著是《走出院子的母
鸡》。说的是一只名叫叶芽的母
鸡，一直生活在养鸡场，梦想有一
天能真正孕育、孵化、抚养一只自
己的宝宝，可是她下的蛋无一例外
被主人拿走。叶芽后来历尽辛苦
逃出养鸡场，得到绿头鸭的帮助，
并孵化了绿头鸭和白毛鸭的孩子，
一只小鸭，取名“绿绿”，独自辛苦
却快乐地把绿绿养大。文章的最
后，为了绿绿最终能逃避黄鼠狼的
追踪，叶芽带着母爱的博大与无私
自愿被黄鼠狼吃掉。

第一次一起读《鸡妈鸭仔》的
时候，读到绿绿渐渐长大，为了绿
绿的幸福，叶芽忍痛让他回归鸭
群。叶芽对绿绿说：我从小就有个
心愿，抱蛋孵鸡，当上妈妈，这个愿
望已经实现了……读到这儿，一旁
的妡儿，她的小眼睛里竟然也噙着
泪水。我知道，她听懂了，那一刻，
我感觉到和女儿的心靠得好近好
近。

妡儿到底还是小，因为故事没
有明写叶芽被吃掉了，她就以为母
鸡还活着。有次我点破说叶芽最
后是死了，妡儿反应很强烈，她说
没有，故事里没有写。我这才知道
她并没完全懂，但不想骗她，还是
告诉她叶芽死了。妡儿的眼里突
然涌出泪水，让我好意外，她大声
和我争辩，眼里充满难过和委屈。

妡儿，原谅妈妈，把残酷的那
一面讲给你听了，让你伤心了。可
是妡儿，你知道吗？妈妈只是想让
你逐渐知道现实生活原本的样子，
它有美好的一面也一定会有残酷
的一面。而这，将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能面对的，妈妈希望你长大后
成为一个勇敢的坚毅的孩子。

■ 陈才明

2011年10月，保亭开始策划课堂
改革。2012年3月课堂改革起动，全县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课堂教学改革。我
是一名县级教研员，课堂改革自然是躲
不了，也推不掉的事。

宣传、送教、观课、议课、评课和磨
课，小结和总结，分析、归纳和提升等一
系列动作成了教研员们常规的动作，工
作量瞬间上涨。有老师说保亭的教研
员“疯”了，我看也真“疯”了。一年多
后，课改有了些许的起色，作为课改总
设计师苏盛葵局长的两年挂职任期却
到了。

课改还继续吗？疑虑的情绪在教
研员中蔓延开来，一线教师也有了课堂

改革到头了的思想流传。
教育局长的更换，课改是否继续？

着实也让我想许多。
我女儿小学一到四年级，数学就没

有考及格过，成绩更多的是在40分30
分上下波动。我爱人常常问我女儿：8
里面有多少个1 ？10里面有多少个1
之类的问题，女儿总是答不对。

一天，又是10里面有多少个1的问
题让爱人大火喷发，烧到了我的身上
了。“一天到晚就忙学校的事，你看你的
女儿，考试成绩是差生！你还有脸教老
师们怎么上课，好好教教你的女儿吧！”
爱人的一翻话，刺痛了我，也敲醒了我。

女儿四年级暑假的一天，我给女儿
一道行程应用题：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
乙地，每小时行驶70千米，3小时到达，

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千米？女儿从早上8
点到10点多就看那道题，不见她写，也
不见她问，我也不理她，父女俩就这样耗
着。终于，女儿怯怯地拿着练习本来问
我。我说：“有进步！以后学习不懂就要
问，去玩吧！”女儿有点犹豫，我笑着挥手
示意她去玩。女儿几乎是飞出家门。

下午，女儿问我，早上那道题怎么
做？我说：“家喻学习自觉主动了，比早
上又进步了，这就对了！”每次晚饭后我
总是和女儿散步，用实际步行让女儿理
解路程、时间和速度这三个相关联的
量。那个暑假没有白过。女儿对学习
数学开始有了兴趣，学习数学的时间明
显增加。一晃女儿六年级毕业了，升学
测试数学考了96分，稳站优生行列。

回想与女儿共同成长的日子里，我

想，学习真的是孩子的事，作为长辈、老
师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的兴
趣和习惯养成，让他们及早步入“学习
并快乐”的学习境界。

今年暑假一过，保亭教育研训中心
大力支持推行课改的负责人，走上了新
的工作岗位，保亭主要以自主、合作学
习为核心的课堂教学改革又面临一次
考验。谁以担当？

“我们什么时候进行‘高效课堂’督
导！”新学年开学不久的一天，教研员们
平静地相问。这时我才明白，课改责
任，谁以担当？那批燃烧着责任情怀的
保亭教育人。

（关于课改，你有什么话想说？欢
迎 投 稿 ，主 编 信 箱 ：2996130659@qq.
com）

■ 龙金平

对于曾抱有“丁克”念头的我来说，
有一个儿子本不是人生中计划好的一
件事，当我第一次抱他在手中，并没有
任何欣喜，只觉得生下健康的他还算不
错。待他渐渐会笑，咿呀出声，挤眉弄
眼，再贴着那糯软香甜的身体，才大彻
大悟：这是一件多么美妙到让人心醉，
心醉到让人沉溺的事情呀！面对这天
使般的存在，我们丝毫不敢懈怠，殚精
竭虑，要把这幸福点滴留住，并能永远
呈现出来。

曾经四肢投地般地喜欢作家王小
波，在薰薰如醉的奶香屎尿味中，我借
用小波“时代三部曲”拨云见日的智慧，
界定了我和儿子关系的大致走向：他出
生至小学阶段，自主能力不强，基本没
有独立思想，欲求单纯，全身心信赖我，
我可按自己意愿随时影响他，这是我俩
的黄金时代；中学阶段，面对家庭、学
校、社会，他开始关注、思考、怀疑，有了
压力、烦恼，会尝试与我交涉，会有冲
突，这是我俩的白银时代；再到大学、工
作期间，儿子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已

成，跃跃欲试，随时准备独立展开自己
的人生，我只能识趣地在旁边偶尔轻言
细语了，这是我俩的青铜时代。及至以
后，成家、立业、育儿……天高地远，日
月轮回，就已是各自的时代了。

出差写“给添添的一些话”

儿子两岁时，我还常出差，儿子小
名叫“添添”，我特意准备了一个本子，
取名“给添添的一些话”，想让我们以后
都可以记得，本子扉页上这样写的：“我
很想每时每刻都与你在一起，分享你生
命中成长的一点一滴，那该是多么幸福
的事。可生活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去
做，你慢慢长大就会明白这一点。当我
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我会把我想对你说
的话都记下来，再拿给你看。这样，我
们之间就不会漏掉一句话，我们就一直
在一起了。”

话语断断续续记了两年。后来我
基本不外出了，儿子说话渐流畅了，我
和儿子又商量遇见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让儿子口述出来，我来记录，可惜没有
坚持得很好。现在这本子还未让儿子

看，偶尔翻阅，实在觉得做得值，不但练
习了儿子的表达能力，还给我们留下了
多少珍贵的文字记忆。

一次批评孩子之后，我曾反省：“书
上说好的父子关系应是朋友一般，细细
一想，真要做到还是很难。我毕竟是父
亲，总想着要教你，要指导你，自然易居
高临下，常有控制你一切的错觉。可你
终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现在有时都
会自然流露出对我的不从与不悦。至
少，我会尽量用平等的心态、公正的原
则与你相处，努力尊重你个人的意志，
让你彻底体会生命最宝贵的自由。”

坚持尽量不上补习班

儿子上学后成绩一直比较优秀，各
方面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但不是特别拔
尖。他有很强的自尊心、上进心，可又
缺乏刻苦、踏实。周围很多同学都在上
各种补习班：奥数、英语、作文等，给我
们也造成了一些小困扰，不去补习班，
有的考试就不易拿到高分。思前想后，
最终确定：我们希望他有一个美好轻松
的童年，不愿他以后大多是关于连篇累

牍的记忆。每到周末，别的同学匆匆赶
着一场一场的补习，儿子睡足后慢慢醒
来，发一会儿呆，懒洋洋地在音乐中起
床，开始怡然自得的一天，这是我喜欢
的场景。

也许我们这样做最终不利于儿子
在应试教育这场战役中获胜，但怎么选
择？生命如此短暂！

在三四年级时，我们引导儿子开始
练习钢琴、网球，他很喜欢网球，钢琴练
到渐难时有些犯懒了，没有太强迫他，
也从没安排他考级，只是间或提醒：音
乐会是一生的陪伴，放弃太可惜了，而
且放弃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行为。有
时回家，在楼下听到叮咚悦耳的琴声，
心中快意，岂有任何比拟？

积极参加户外活动

儿子从小气质偏于文弱，我很认可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这句
育人方法，从他七八岁就开始带他一起
参加户外活动：徒步、游泳、爬山、露营
……从海口万绿园到假日海滩约十公
里的初级徒步练习，进而为市区到火山
口二十多公里的中等强度，再到丛林穿
越的艰难。有一次在保亭毛拉湖后面
的闷热雨林里穿行，几乎全靠开路前
进，手脚并用，还有蚂蝗袭扰，大量消耗
体力后，儿子有些吃不消了，沮丧抱怨，
我认真鼓励他：现在不管多么难受，爸
爸保证你今晚会睡在自己舒适的床上，
而过了今天，明天的你一定比现在更强
大！他慢慢镇静下来，坚持到达了集合
点。

数年的户外锻炼，儿子拥有了更丰
富的童年生活，他的身体和精神也确实
得到了提高，别人能做到的事他认为自
己就该做到，而且很少主动轻言放弃。
他在泳池游出过自己的最大能力；他和
同学一起登上了五指山；他走上街头卖
报，尝试被拒绝和接受的滋味；他每天
坚持做俯卧撑、仰卧起坐，憧憬着自身
的强健……欢笑汗水中，一个阳光少年
已栩栩眼前。

亲密享受睡前父子谈话

至今，儿子上了初一，身高已渐超
过我，我们时常一起嬉戏、谈歌、看电
影，或走进阳光下狂徒十多公里。但最
令我俩亲密享受的，是他睡前我俩单独
的十多分钟习惯性谈话，可以是关于少
年情窦的，可以是心理生理的，可以是
政治家国的，也可以是历史人文的，偶
尔还可以趣闻轶事八卦一下。每晚他
恋恋不舍地入睡，我则心有戚戚地许
愿：慢一点儿，时间慢一点儿，让我的孩
子千万长慢一点儿，让我们这场父子对
话可以长久延续，永无阻碍。

终有一日，儿子会长成一个雄健
智慧、挥洒自如的男人，那时，我会欣
然向隅。不管岁月世事变幻，此生余
光所及，知道他的各种姿态，所有片段
都永远离我不远，自当含笑，并感恩这
如黄金、如白银、如青铜的每一个时
代。

编者按：
“当年我是运动

场上的健将，别人都
不敢相信我的儿子
不会踢球！”“啊，我
的儿子不如我！”生
活中，不难看到这种
现象，父亲出类拔
萃，儿子却表现平
平。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一代要比一代
强，如果儿子不如父
亲，甚至出现问题，
必 是 家 庭 一 大 遗
憾。但这些父亲有
没有思考过一个问
题：在儿子的成长过
程中，你缺位了吗？
父亲的爱和引领作
用对于一个男孩的
茁壮成长，对于他男
子汉性格的塑造，是
难以替代的。

本刊今天特约
一位父亲讲述他与
儿子相处的故事，多
少心血多少爱，才换
来一个阳光少年的
成长。

课改纪事
JY

亲子阅读
JY

■ 易言

读了高三的你，终日忙碌，笑容渐少。好多时
候，我坐桌前，看你大口大口地扒着饭菜，想跟你
聊几句，你说：“老妈，我七点要考听力。”或是，“我
要做题了，一大堆试卷呢！”完了，将碗一推，拍拍
我肩，“辛苦了老妈。”回房间去了……

读了高三的你，好像有些变了！
我记得三四岁的你，常常坐窗前，看院内人来

人往，总是声音响亮地喊“奶奶好！”“叔叔好！”或
“哥哥姐姐好！”嘴巴甜得谁都喜欢你；有时，你拖
着我的手逛街，听到音乐声，你会甩开我的手，跟
着音乐哼几下，扭几下，让街边人忍俊不禁。上小
学的时候，老师说你，“不管懂不懂都瞎举手！”我
曾在教室外偷看课堂上的你，老师还没说完，你的
手已经举得老高，累了，又换另一只手，老师还是
没点你名，你干脆举起两只手，老师训斥你，“捣什
么蛋！”你嗨了一声，放下手，很遗憾的样子，却脸
不红心不跳。不过，我想音乐老师应该很喜欢你，
因为每逢“六一”，让你唱歌你就唱歌，让你跳舞你
就跳舞，很“好使”。

作为一名教师，我既为你的快乐成长感到欢
喜，又为你总在中游的成绩焦虑。你却安慰我说：

“放心吧老妈，等我玩够了再学。”
等你玩“够”了，已经是快上初二了。玩“够”

了的你，似乎铆足了劲，开始疯狂地学习：早起背
书，晚上做练习；你自己买了三套练习，一有空就
做。但你又没成纯粹的书呆子，学习之余，你仍旧
不误打篮球，弹吉他，主持节目。一回，你坐窗台，
叮叮咚咚敲打着吉他，喊着周杰伦的歌，吵得我发
晕。我问你，“难道想当歌星？”你摇头。“那是当作
曲家？”我又猜，你还是摇头。“那，该不是想当个卖
乐器的吧？”我逗你。你哈哈笑，撇嘴说：“不至于
吧！”然后你凑过来，狡黠地说：“老妈，忘了你跟我
说过的话了？”我问是哪句，你一脸“坏”笑地说：

“我想见到全国的美女……”我哑然。原来先前，
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是如此激励她正上高三的儿
子，“到省城读书，你将见到的是全省的美女；到北
京读书，你将见到的是全国的美女；到美国读书，
你将见到的是全世界的美女……”没想到你，似
乎，深以为然。

那时的你，叛逆着也规矩着，自由着也克制
着，辛苦着也快乐着。

拿到海口某中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你雀跃，
“我要去看全省的美女啰！”我给你泼冷水，“别高
兴得太早，你应该是以‘倒数’的成绩考进去的。”

你急得哇哇叫，“老妈，你就不能让我先开心
开心！”

高一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你在1200多名学生
里考了个500多名，你第一时间给我电话，声音里
有种抑制不住的得意，“老妈，瞧我，不是倒数了
吧？”我不屑，说，“一次考试算什么，有本事你考进
300名。”结果，你一鼓作气考了200多名，你又很
得意，“老妈，实现了你的目标。”我说，“怎么说是
我的目标？”

现在，你高三了，压力很大，笑容渐少。
不知道你的“美女”目标是否有变？但我很想

告诉你，无论是为了“美女”，或是为了父母，还是
为了别的什么，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努力
了，付出了——这就有点像爬山，是否到达山顶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遍了沿途的风景。

可是，你却回我一句，“等我爬上山顶，我自然
会面朝阳光，微笑……”

主编点评：
妈妈不用急，他正在全力冲刺，需要集中精

力，可能无暇顾及妈妈的感受，这不等于儿子心中
没有妈妈。喜欢妈妈的“美女激励论”，很风趣，其
实主要是给孩子从小就树立一个目标，如果目标
过于“高、大、上”，孩子不一定能接受。美女激励
论，其实就是给孩子画出一个美好的未来，给孩子
以动力！

“等我爬上山顶，我自然会面朝阳光，微
笑……”很美的意境，也一定能成为现实。妈妈，
现在，就安安静静地等待吧！

（张惠宁）

儿子高三了

孩子写作业磨蹭？一年级就要培养好习惯

教育周刊向您约稿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是海南日报推出的

周刊系列之一，固定在每周二推出，目前为
每期两个对开大版。

教育周刊致力挖掘本省深度教育新
闻，挖掘教育正能量，不求面面俱到，但求
重点一网打尽。力求“深度，好看，时效”！
教育周刊办刊理念：贴近学校、贴近家庭、
贴近读者。

贴近学校：希望师生参与，反映教学一
线课改、反映校园新风师生风采、围绕教书
育人进行探讨等等。开辟师说新语，教师
故事，课改杂谈，课改纪事，家校互动，教学
心得，精彩课堂等栏目，以生动活泼的文
字，有故事的文章，来贴近校园，激励教学，
促进教育发展。

贴近家庭：有孩子就有教育，从幼儿到
初中、高中，孩子的成长哪一个环节不牵动
家长的心。围绕着家庭育儿，周刊希望父
母发表经验、故事和感言，设特别策划、家
有儿女，亲子阅读 ，家长学校，爸妈日记 ，
主编信箱等栏目。

贴近读者：文章力求简洁明了，生动活
泼，有故事。

教育周刊欢迎教师和家长投稿或提供
教育新闻线索。投稿要求原创，稿费从
优。主编信箱：2996130659@qq.com

299613065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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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与儿子添添一起在海边徒步。 阿若 摄

让孩子步入“学习并快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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