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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个家有二宝的妈

妈。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二，一个上小
学二年级。这个暑假，我们本来打算
带孩子出门行万里路，但是突然来袭
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原定计划。请
问战“疫”期间如何让孩子也能有别
样的收获？请老师支招。谢谢！

——一名家长
家长：

您好。有一句话说得好，每一
件事发生的时候，都是最好的“可教
育时刻”。突然来袭的疫情打乱了
你们的原定计划，此时不如顺势而
为，在战“疫”期间陪伴孩子一起完
成以下这些特殊“功课”。

1. 一起阅读疫情防控这本大
书，学会用探究的目光观察疫情，记
录海南战“疫”的感人故事和瞬
间，上好“疫”场人生大课。家
长应引导孩子学会用科学
理性的态度辨别疫情信
息的真伪，构建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拿起手
中的笔，用作文、绘画向抗疫英雄致
敬。同时，疫情也给人类提供了反
思和审视生命的机会。疫情提醒人
们认真审视自己的生活，让人类懂
得敬畏。

2.掌握疫情防控科学知识，做
好个人防护。结合具体事例和情
境，引导孩子学习疫情防控相关知
识。除了此前熟知的“保持距离、戴
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外，还要了解
疫情防控的相关概念，例如，“阳性
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时空伴随
者”“核酸检测”“流调”等。

3.学会自我关照。疫情防控期
间，我们要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处，学
会随遇而安。近期，居家防控成了
许多人的生活常态，家长应与孩子
一起设计居家娱乐活动，活跃家庭
气氛，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在特殊
时期学会自得其乐。有益身心健康
的活动包括种植、阅读、制作美食、
健身、看电影、观看云剧场等。引导
孩子在疫情防控期间用积极健康的

活动取悦自己，增强身心免疫力。
研究发现，阅读和运动是安抚和滋
养身心的有力工具。居家防疫期
间，家长应引导孩子掌握更多应对
不确定性的“工具”，收获随遇而安
的勇气和力量。

最后，我想向您推荐一些战
“疫”期间适合亲子共读的图书。其
中，适合小学生阅读的绘本书是《好
处就在……》《我的情绪小怪兽》《可
以给地球戴上口罩吗》《病毒的悄悄
话》《你不知道的冠状病毒》《写给孩
子的新型冠状病毒科普绘本》《病毒
小子威利》等；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图
书是《所罗门王的指环》（【美】康拉
德·洛伦茨著，中信出版社）、《你想
活出怎样的人生》（【日】吉野源三郎
著，南海出版公司）、《四时之诗：蒙
曼品最美唐诗》（蒙曼著，浙江文艺
出版社）和《苏东坡传》（林语堂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惠君
（作者系海南省心理健康教育

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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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学生和家
长的居家时间大幅增加。整日宅在
家里的孩子容易陷在手机游戏、电
视和社交网络中。家长们不能放任
自流，要和孩子一起规划好宅家战

“疫”的作息时间和活动，宅家也要
宅出精气神。

居家期间，家长可以与孩子一
起商量制订每日作息时间表，具体
包括阅读、锻炼、游戏和劳动等内
容。其实，居家防疫也是难得的亲
子共处好时机。家长们不妨利用这
段时光，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劳动
习惯。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劳动课
将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多
种劳动技能将纳入课程。劳动教
育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非常
重要的一环，家庭是开展劳动教育
的主要阵地。居家期间，家长要积
极引导孩子参与家务劳动，无论你
需不需要孩子帮忙。有些家长平
时习惯将家务活大包大揽，让孩子
将时间全部都花在学习上。这种
错误观念需要纠正。孩子参与家
务劳动，其实也是一种学习与锻
炼。家长应充分利用居家时机，引
导孩子学习居家劳动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培养他们自立自强的意识
和能力。

在日常实践中，小学一二年级
学生要学会绑鞋带、整理书包、叠
衣服、叠被子等基本生活技能，感

知劳动乐趣；三四年级学生要学会
扫地、洗碗、洗衣服、晾衣服等，做
好个人清洁卫生，主动分担家务；
五六年级学生除了要做好自己房
间的卫生清理、物品收纳外，还要
学会做几道简单的家常菜等，学会
创造性劳动。

家长应引导孩子参与制作家庭
的一日三餐，这是最好的亲子劳动
方式。年龄较小的孩子，可以帮助
家长择菜、洗菜，打打下手；年龄较
大的孩子，可以在家长的指导下做
简单的饭菜。建议家长和孩子每天
一起做早餐，将早餐当作一项“舌尖
上的作业”来完成。这份作业能督

促孩子早起，养成规律的生活作息

习惯。家长可以教孩子煮鸡蛋、煎

面饼、做西红柿鸡蛋面等简单的早

餐，也可以引导孩子制作一些与平

时不同的创意早餐，这样既能提升

孩子的动手能力，又能让孩子从中

认识到食物的来之不易，切身感受

到劳动的喜悦。

家长还可以“无中生有”，给

孩子创造更多劳动的机会。例

如，引导他们制作一些实用的手

工作品——将卷纸筒制成笔筒、

将鞋盒改造成小书架等，让孩子

体会到“劳动可以改变生活，让

生活变得更美好”的道理。此

外，还可以引导孩子做些针线

活，学习缝纽扣、补衣服。家长

可以引导女孩子用一些旧衣、碎

布为芭比娃娃设计衣服，给水杯

缝制杯套等。这种创造性劳动

能让孩子乐在其中，不仅能锻炼

孩子的手指精细动作能力，还能

促进手眼协调能力的发展；让男

孩用螺丝刀将简单的玩具零件拆

除后，再重新组装起来。有手工

特长的家长，如果能和孩子一起

DIY 一些玩具或小家具就更棒

了。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就曾说过：“儿童的智慧在他的

手指尖上！”

总而言之，居家防疫期间，要让

孩子在家里“动”起来，在劳动教育

中收获更多快乐和精彩。

（作者系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教师）

战“疫”期间
做好亲子“功课”

居家防疫
在劳动中获得成长

■ 曾蕊

师说心语

从今年5月起，海口市面向
全国公开招聘中小学和幼儿园
教师。暑假期间，这些新招聘的
教师忙着备课、线上观摩名师课
堂、练习粉笔字、学习如何当好
班主任等，为今年秋季正式走上
讲台做好准备。

“00后”蔡庆萍是海南师范
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届毕业
生。今年秋季，她将成为海口市
滨海第九小学美丽沙分校语文
教师。

蔡庆萍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为了迅速提升教学水平，暑假期
间，她几乎每天都在家里备课、
学习和梳理新课标等。

“我在网上观看名师公开课
视频，从名师课堂中吸取宝贵经
验。”蔡庆萍说，除了教学技能
外，学校对教师的粉笔字和硬笔
字书写水平也有很高要求，“我
为此专门网购了一块小黑板，每
天进行1个小时的粉笔字练习。”

同为“00后”的冯漫曼，是南
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
专业应届毕业生，今年秋季将成
为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小
学部教师。冯漫曼入职后，主要
负责听障学生的教学工作。除
了提前备课熟悉教学内容外，她
几乎每天都要在家里进行手语
练习。

“手语是我和学生交流的
‘语言’，如果长时间不练就会生
疏，甚至会影响到以后的教学质
量。”冯漫曼说，暑假期间，她每
天都会根据一些新闻信息或课
本文字打“手语”，“碰到不会的
词就记下来，认真学习反复练
习。”

放假不放松，海南中小学教师“充电”忙

暑期蓄力
赋能新学年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暑期接近尾声，我省学子将迎来新学年。这个长假，我省中小学教
师积极“充电”，不断学习和增强专业技能，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奠定坚
实基础。

采访中，不少年轻老师
表示，对于新学年，他们心中
既充满期待，也有些忐忑不
安。

“学校近期给新教师发
放了问卷调查表，想了解我
们想教哪个年级、是否想当
班主任等。”蔡庆萍说，她很
想当班主任，但又担心自己
是一名新手，无法获得学生、
家长的认可。

对此，海口市秀英区长
滨小学校长王先云表示，新
教师要对自己有信心，在工
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
特长，保持不断学习的劲头，
用扎实的教学水平和管理能
力赢得学生和家长的信任。

“近年来，学校招聘的新
教师有很好的学历和素养，
充满教学热情，思维活跃，容
易和学生打成一片。不过，
班级管理等方面的能力，需
要通过不断实践才能提升。”
王先云建议，想当班主任的
年轻教师，要提前了解学校
对于班主任的要求。例如，
每天学校的入校、上课、课
间、课间操、午餐、午休、4点
半课堂和放学时间，都是如
何安排的？班主任在这些环
节中要承担哪些责任？“开学
前，新教师可以多读一些如
何成为优秀班主任的书籍和
文章，多向经验丰富的老教
师请教。”

在徐永清看来，无论是
年轻老师还是有多年教龄
的老教师，都应该持续学
习、不断成长，这样才能获
得学生和家长的认可。“近
年来，高考课标、教材、考试
题型不断发生变化，‘一本
教案用多年’的传统教学方
式已经行不通。在教学上，
老师们要以‘喜新不厌旧’
的心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
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
式。”

暑假期间，许多教学经验丰
富的老教师也丝毫没有放松。
他们纷纷对教学工作进行梳理、
总结，并积极开展线上培训，为
学生答疑解惑。

海南华侨中学资深语文教
师徐永清有16年教龄。这个暑
假，徐永清邀请即将踏入大学校
园的高三毕业生总结高中三年
的心路历程，并将这些心得体会
都发表在他的微信公众号“永清
语文课堂”上，“过去3年，我与学
生们共成长，深知他们背后的付
出和不易。希望通过这个方式，
让毕业生们对高中生活进行总
结，给学弟学妹带来更多启迪。”

每年暑假，徐永清都会回浙
江老家探望亲友，“作为一名语
文老师，我一直都保持着写作的
习惯。回到家乡，从小伴我成长
的山山水水，能给我提供更多写
作灵感。此外，我也会利用这个
机会，向浙江的优秀高中老师学
习优秀的教学方法。”徐永清认
为，作为一名语文教师，除了要
利用假期多读书、多积累，也应
该多出去走走，与同行多交流，
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

海南中学政治教师李鑫这个
暑假过得很充实。“今年9月开学
后，我将和学生们一起进入‘高三
时间’，教学任务较为繁重。暑假
期间，学校政治教研组组织了多
次线上培训和教研活动。老师们
一起备课‘磨课’，研究往年高考
真题。此外，我每天都在线上给
学生们答疑。”李鑫说。

8月初，身为党员的李鑫积
极响应号召，奔赴三亚抗疫一

线，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白天，他是一名“大白”，协
助医务人员进行核酸信
息采集；晚上，回到酒店
后，他继续用手机为学
生答疑解惑。“这段时
间虽然很辛苦，但也
是一段令人终生难
忘的宝贵经历。”李
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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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海口市秀英区长滨小学
学生制作果盘。 学校供图

即将走上特殊教育岗位的冯漫曼进行手语练习。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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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庆萍在家里练习粉笔字和钢笔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