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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 麦青

寒假来了，孩子们可能会有
更加丰富的假期生活，但是我们
坚持已久的亲子阅读却不能就此
落下。春日暖阳好读书，寒假有
了更集中的阅读时间，可以让亲
子阅读更出彩。

之所以提倡亲子阅读，一方
面是孩子还小，自主性阅读能力
相对有限，在家长的陪伴下才能
完成相应阅读；另一方面是有些
孩子阅读缺乏规律性，如果有家
人相伴，能够更有计划更有规律
地进行阅读。当然，提倡亲子阅
读，还能进一步加深孩子和父母
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笔者认为，如果在亲子阅读
中贯穿“三步曲”，效果会更加明
显。

亲子阅读的第一步，是找到合
适的阅读书籍，找到父母亲和孩子
共读的时间和环境。如果孩子还
小，尚不具备自主选择书籍的能
力，父母的选择就至关重要。父母
在为孩子选择图书时，要避免两种
极端，即“成人化”和“弱龄化”。所
谓“成人化”，就是太过看重图书的
教育意义，所选图书说教意味浓
厚，明显超越孩子的接受能力；所
谓“弱龄化”，太过低估孩子的接受
能力和理解能力，所选图书低于孩
子的正常水平。这两种极端选择，
都可能导致孩子丧失阅读的兴
趣。因此，家长要对孩子正常的阅
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有一个综合性
评断，才能选对亲子阅读的书籍。
真正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

在选好相应图书后，设定阅读

时间和阅读环境也非常重要。阅
读要选择孩子精神状态较好的时
候以及能让孩子放松的环境下开
展。在亲子阅读中，父母要引导孩
子观察图书中相应的图画信息和
少量文字说明，通过提问和适当讲
解的方式，让孩子理解图书内容。
实际上，孩子的想象力远比大人更
为丰富，父母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
也能获得快乐。

当然，亲子阅读不能仅仅停
留在简单的看图说话或者看图识
字的层面，还要多多培养孩子的
想象能力和游戏能力。亲子阅读
的第二步是，能够将书本上的相
关信息转化为父母亲和孩子共同
表演的场景。好动、喜欢游戏是
孩子的天性，但是如何“动”得有
价值，是家长需要引导的。《小鸡
萝丝去散步》，故事情节很简单，
但是要表现出狐狸和小鸡的关系
是非常有趣的。如果家长能够扮

演弄巧成拙的狐狸，孩子扮演自
信而悠闲的小鸡萝丝，适当动作
加上自己设计的台词，一定能让
孩子理解书中的喜剧性效果。《兔
子逃跑啦》可以变成孩子的独角
戏，由孩子自由想象相应的场景，
把渴望自由的兔子、关不住的兔
子的形象表演出来。游戏精神最
能张扬孩子的个性。阅读之后开
展的游戏，能够让孩子明辨是非、
分清善恶、理解对错，不是一件快
乐的事情吗？

亲子阅读的目的是为了增强
亲情，这是一种让孩子感知世界
的重要方式。让孩子用自己的语
言来表达书籍中的故事和场景，
是做好亲子阅读的第三步。《皇帝
的新装》是一个很有思想深度的
童话故事，我们不能用成人对作
品的理解来要求孩子，完全可以
让孩子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对故事的复述和理解，虽然可能

过于表象化，但是用孩子的眼光
来打量世界，是不是能让忙碌一天
的父母发出会心的微笑？《阿拉丁
神灯》人物命运起伏不定，在父母
共读之后，孩子可能以阿拉灯的命
运来讲故事，可能记住的只是书中
的某一个场景……在父母的鼓励
下，孩子尝试着用自己的话语方式
来进行表达，可以提升孩子的阅读
能力和表达能力。

现在，很多家长都认识到亲
子阅读的重要性，亲子阅读的热
潮逐渐掀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现象。亲子阅读不能人为地预设
目的，也不能为了阅读而阅读。
比如，有的家长要求孩子每天都
完成一本绘本或者一个故事的阅
读，长此以往既成了家长的负担，
可能也会让孩子慢慢丧失阅读热
情。持之以度，把握节奏，是亲子
阅读中的关键。把握“三步曲”，
让亲子阅读更加精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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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
征稿启事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稿件来源除本报记
者自采稿件外，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现将
本刊开辟的外约栏目介绍如下：
校长视野：从校长的角度探讨对教育的看法
精彩课堂：老师分享课堂教学
师说心语：老师对学生成长的关注
校园达人：有特殊经历、技艺、事迹的师生
域外传真：海外从教、就读经历见闻
家有儿女：父母分享家庭教育、亲子时光
快言快语：对教育话题发表独到看法
习作：文字、图片均可
回首往师：曾经的老师给自己带来的启迪
我读经典：可就某一点发表对经典文学作

品的看法
读图：教育、亲子等主题的照片（包括组照）

此外，欢迎社会各界提供新闻线索。
邮箱：2996130659@qq.com
电话：（0898）66810131

热点

帮孩子制定寒假计划
■ 羊玉秀

古语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对此深以
为然。我的孩子今年读初中，1月27日就正式放
寒假了。在家里睡了两三天懒觉后，他感觉寒假不
能再这样过，我们便一起制定了今年的寒假计划。

学习篇

提到假期，我们一般会想到“放松”，但是对于
一名正在求学的孩子来说，寒假时光完全用来学
习不可取，但整天沉溺于吃喝玩乐更不可取。人
常道，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一辈子的事。经过商
量，我们将孩子的寒假学习计划定为：每天用一小
时学习，用一个小时阅读和进行一句话记录。

早晨，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光。用这最美的时
光来读读书、背背英语单词、写写寒假作业，岂不是
一段充实时光？我一直很庆幸，帮助孩子养成了良
好的阅读习惯。前段时间，他读过余秋雨的《文化
苦旅》之后，非常喜欢作者这种历史性散文的叙述
风格。这个假期，我便为他准备了余秋雨的《中国文
脉》《北大授课》以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史铁生的
《我与地坛》、于丹的《重温最美经典古诗词》等书
籍。当然，他也为自己准备了喜欢的书籍。也许，这
个假期他不一定都能把这些书看完，但这又有何妨
呢？日子慢慢流逝，书籍细细品味，这不就是幸福的
阅读生活吗？我们都知道，把一粒粒珍珠串联起来，
就是一条漂亮的项链。每天进行一句话的记录，记
思考、记随想、记新闻，就是在串一条珍珠项链，平凡
的日子也会因此变得闪亮起来。

生活篇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好
的生活是教育，坏的生活也是教育。寒假中，我的
孩子制定了以下生活计划：

1.负责打扫院子内外的落叶，和家人一起做
好年前大扫除。

2.学做饺子，春节期间与大家分享。
3.买对联、贴对联，购置年货。
4.外出拜年，给每一位长辈送上精心准备的

祝福语。
我们虽然生活在乡镇，但孩子常常五谷不分、

四体不勤。父母为孩子包办日常生活的结果就是
孩子越来越懒，家长抱怨越来越多。我一直认为，
孩子做不做事，很大部分取决于家长的态度。比
如，我们让孩子扫落叶，他偶尔也会不乐意，偶尔
也会发牢骚，但最后还是会完成。

去年春节，客人来家里拜年的时候，儿子做了
一个水果拼盘备受好评。今年，他决定再接再厉，
包饺子给大家吃。为了支持他，我特地上网买了
一台绞肉机，年前给他练练手。至于买对联、贴对
联这类事，对他来说已经不在话下了。他不但自
己贴，还会主动帮左邻右舍贴呢。

娱乐篇

儿子喜欢打篮球，寒假期间每天会进行一个
小时的锻炼。有一天，天特别冷，他的球友们都不
愿出门，儿子也一样。我说：“儿子，陪妈妈去跑步
吧。”一开始，他百般不愿，后来在我的软磨硬泡
下，只好穿起球鞋跟我去了。我才跑了两三圈，他
已经跑五六圈了。跑完之后，压压腿、聊聊天，夜
幕快降临时，我们携带快乐的时光就回家了。

玩是孩子的天性。儿子假期想看几场电影，
我就向他推荐了几部：《寻梦环游记》《无问西东》
《奇迹男孩》《我在故宫修文物》等。

记录篇

人都是有惰性的。如何帮助孩子克服惰性，
顺利地完成寒假计划呢？我为他制作了一张表
格，让他每天记录：

在我的理解中，阅读就像一条潺潺流淌的小
溪，一天也不能断流，它充实着我们思想的河流。
特别是对于孩子来说，哪怕是为了填表而读上两
三页也是值得。在表格的“备注”栏，可以填写自
我评价语或鼓励语等。

多年以前，我读过法国作家加缪的诗——“不
要走在我的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
我的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
边，做我的朋友。”我对此深有感触。是的，教育孩
子，让我们都走在他们的身边，做他们的朋友。

（作者系儋州市西培中心校南乐小学教师）

“压岁钱对孩子的成长利多还是
弊多，关键得看家长是如何引导的。”
海南中学教师柳海英认为，财商教育
是孩子教育的重要一环，家长不仅要
让孩子明白压岁钱的文化内涵，还要
让他们明白压岁钱并非从天而降的

“横财”，要学会感恩与节俭。
海口某银行理财专家林先生

认为，“压岁钱怎么花”是孩子财商
教育的重要一课。用压岁钱给孩
子上好“新年第一课”，家长自己首
先要“充充电”。

林先生表示，家长首先应明确
压岁钱的所有权属于孩子，清楚告
知孩子对压岁钱有绝对的支配权。
但是，因为孩子年幼心智还不成熟，

对钱的理解及使用缺乏理性认识，
因此需要父母引导进行合理规划。

理财专家建议家长对孩子进行
财商启蒙，通过银行储蓄、购买理财
产品、投资基金等途径，帮助他们树
立积极健康的金钱观，体验自负盈
亏带来的酸甜苦辣。比如，家长可
以跟孩子共同制定一个储蓄目标，

三年后给孩子购买一台电脑，或五
年后带孩子出门旅行，“这个目标要
和小孩的压岁钱相匹配，不能定得
太高。”

柳海英建议，家长还可以与孩
子一起用压岁钱播撒“爱的种子”，
捐赠给爱心基金奉献社会，在帮助
他人中获得快乐。

春节将至压岁钱来袭

财商教育，从孩子开始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实习生 丁琳硕

根据我国传统习俗，长辈每年春节都会给孩子发压岁
钱。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不少家庭孩子的压岁钱少则几
百，多则成千甚至上万。有些孩子“一夜暴富”后，便开始胡
乱花钱，逛超市、购买游戏币，让家长很头疼。春节即将到
来，如何引导孩子科学合理地使用压岁钱呢？记者近日对
此进行了采访。

海南华侨中学国际部中英高二
（1）班学生林照琪，是很多被迫全部
上交压岁钱的孩子羡慕的对象。从
小学三年级开始，林照琪不管收到
多少压岁钱，只要承诺妥善保管，父
母便允许她自由支配。她的父母认
为这是对孩子的一种尊重与信任，
相信孩子有能力管理好一定数量的

金钱。
林照琪告诉记者，小学三年级

之前，她都自觉将压岁钱交给父
母。长大后，她便主动跟父母要求
自己来管理压岁钱。争取到压岁钱
的“归属权”后，林照琪先到银行开
设了一个账户，然后再根据父母的
要求制定日常消费计划和账目，“在

阳光下消费”。
和林照琪不同，海口市滨海第

九小学五年级学生符成浩，每年都
会将长辈给的压岁钱全部交给父
母。

采访中，有些父母告诉记者，
孩子小的时候，压岁钱都会全部
交给父母。但是，随着孩子年龄

的增长，个人意识不断增强，出现
了执意自己支配压岁钱的情况。
孩子的强硬态度，往往让一些家
长感到烦心。父母随意没收压岁
钱，容易引起孩子的反感。但是，
把压岁钱交给孩子后不管不问，
又容易让他们养成乱花钱、盲目
攀比的坏习惯。

“我给孩子开了一个银行账户，
每年都会把孩子的压岁钱存到里面。”
海口市民谢君华告诉记者。因为孩
子在读小学四年级，他决定先替孩子
将钱存起来。等孩子以后读中学时，
再让孩子逐渐支配部分压岁钱。

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家长在处

理孩子的压岁钱上，主要有以下三
种方式：

一是“上缴没收”型，即不管孩
子收到多少压岁钱，一概全部交给
家长支配。此类家长常常将自家孩
子的压岁钱视为家庭收入，用于家
庭日常支出。压岁钱全部上交给家

长，可以防止孩子胡乱花钱，但有时
也会因为强硬要求孩子上交压岁
钱，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

二是“完全放任”型，即压岁钱
完全交由孩子自己处理，父母认为
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对孩子的一种尊
重。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容易导

致许多孩子出现胡乱消费等问题。
三是“代管理财”型，即父母让

孩子拥有对压岁钱的所有权，但暂
时还不能自由支配。很多家长会带
着孩子一起去银行，以孩子的名义
将这笔钱存起来，将来可以作为教
育基金、旅游基金等。

习作

记一次运动会
■ 吴甜甜

“我宣布，海口市五源河学

校第二届运动会现在开始！”随

着校长一声令下，学校操场上顿

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看台上

迎风飘扬的彩旗、树上清脆的鸟

鸣和操场四周随风摆动的花花

草草，似乎都在为参加比赛的运

动健儿们加油。

这次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很

多，有跳远、跳高、400 米接力赛

跑等，但最激动人心的要数男

子 100 米赛跑了。你看，5 名运

动员已经在跑道上做好了准

备，精神抖擞，跃跃欲试。我们

班的小名也上场了，他站在第

三跑道上。他身穿黄色运动装

校服，脚穿红色运动鞋，面带微

笑，显得胸有成竹，真不愧是老

师和同学眼中的运动健儿。小

名可是我们班最有希望夺得男

子 100 米赛跑第一名的“校宝”

级运动员。

“比赛要开始了，重头戏来

了，大家快来加油！”班主任郑

老师朝同学们喊道。同学们全

挤在操场看台的扶手边往下

看。

“砰！”发令枪响了，只见运

动员们像离弦的箭般冲了出去，

争先恐后地奔跑着。同学们使

出浑身力气，齐声呐喊起来，给

小名加油。

时 间 一 分 一 秒 地 过 去 。

啊，不好！原本落在小名后面

的运动员一个个追上来了，眼

看就要超过小名！许多同学激

动得跳起来，挥动着手，拼命喊

道：“加油，小名！坚持就是胜

利！”小名也许听到了同学们的

呐喊，不断加快了步伐，但是其

他运动员也不甘示弱，紧跟在

小名身后。仔细一看，跑在小

名左边那名运动员跟得最紧。

我的心怦怦直跳，好像快要从

嘴里跳出来似的。我想，小名

夺冠有点危险了。大家的目光

都集中在他们两人身上，我真

想按下时光快进键，看看第一

名究竟花落谁家。

突然，小名仿佛使出吃奶的

力气，再次加快脚步向前冲刺，

第一个跑到了终点。后来，我听

老师讲，小名与第二名只有0.03

秒之差，真是好险啊！

（作者系海口市五源河学校
八（2）班学生）

春日暖阳好读书

孩子的压岁钱谁来管？

三种方式处理孩子压岁钱

科学引导，家长要先“充充电”

家
长
在
海
南
省
图
书
馆
陪
伴
孩
子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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