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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

不妨在家中设个
“
亲子信箱”
■

王娟 （淮海商报社）

妈妈， 祝你越长越美， 长生不
老”“谢谢爸爸的鼓励， 我会加油的”
脑一周只玩40分钟，请监督”……
“电
每每收到儿子晨晨的“来信”，我的心
里总是暖融融的。 而像这样只言片语
的“ 信”， 家里还有很多， 它真实记录
了晨晨的成长足迹，也见证了我和老
公作为父母的日渐成熟。
事实上，这里的“信”并非真正意
义上的信，准确来说，只是小字条；它
们也并非来自邮局，而是来源于家中
的亲子信箱。
晨晨二年级那会儿，明显有了自
己的主张，还稍微有点小叛逆。 为了
倾听儿子的心声，更加了解他的真实
想法，我和老公决定通过游戏的方式
引导他说出心里话，于是亲子信箱应
运而生。 家里三个纸质信箱并排放
着， 上面分别写着爸爸、 妈妈、 儿子，
谁都可以给谁留言。
刚开始启用时，都是我们写“信”
给晨晨， 多是以鼓励和赞赏为主，晨
晨看后会回报给我们大大的拥抱和
灿烂的笑容。 后来，他竟主动给我们
写信， 或给我们提些意见， 或为我们
送上祝福， 或吐露小秘密、 讲些悄悄
话。 日子久了，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谈
“

的好朋友， 晨晨也变得越发开朗、懂
事起来。
如果说亲子信箱见证了晨晨的
改变和成长， 那么， 它也让我和老公
看到了自身的不足，让我们学会如何
做合格的父母。 当看到“妈妈，请别总
提别人家的孩子” 的字条时， 我才意
识到自己平时太情绪化，只顾自己一
吐为快，却忽视了孩子的感受。 若不
是孩子的及时提醒，我可能在攀比的
路上越走越远。 而当看到“爸爸为什
么总不陪我玩” 的字条时， 我们看到
了孩子对父亲陪伴的心理诉求，于是
我和老公约定， 无论如何， 周末我们
都要抽出专门的亲子时间，陪伴孩子
……
在与晨晨的“通信”过程中，我学
到了很多。 渐渐地，我开始明白，教育
从来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
马拉松， 需要做父母的更有耐心、更
有智慧、更讲究方法。 如今，随着晨晨
逐渐长大， 亲子信箱很少使用了，我
们的交流方式早已从写信变为谈心，
他有什么快乐都会和我们分享，有什
么不快也会向我们倾诉。 不过，每每
看到亲子信箱，还是会想起我们曾经
度过的那段难忘的“通信”时光。

如何让孩子过一个充实的暑假
■

周建洋 （江苏省清江中学）

暑假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对于
孩子暑假的安排， 很多家长很困惑，
也很烦恼。 如何让孩子过一个充实的
假期，我的建议是：
休息。 我认为对孩子来讲，假期
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休息。 有很多
家长抱怨孩子整天都在睡觉，不肯学
习。 在我看来，孩子多睡觉、多休息，
这是孩子假期的一个重要任务。 我们
知道， 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 平时学
习投入时间多，孩子普遍存在睡眠不
足的问题， 身体处于十分疲劳的状
态。 由于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
期， 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那对孩子
的身体影响是很大的，而假期是孩子
休息的最好时间。 让孩子好好休息，
不要担心孩子睡得太多，让孩子保证
充足的睡眠， 调整好状态， 这是孩子
假期重要的任务。
旅游。 俗话说行万里路读万卷
书，这说明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外
出活动对拓展孩子视野的重要性。 我
们知道，亲身经历过的感受是不一样
的。 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无论是城
市还是农村，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孩
子是未来的人，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未
来的世界， 他们需要了解变化的世
界， 带孩子出去看一看， 看一看美丽
的风景， 看一看人文景观， 看一看风
土人情， 看一看心仪的高校， 都会对

暑假

孩子有触动，而这种触动是平时的说
教很难达到的。
家务。 现在的孩子很少做家务，
他们对父母的辛劳很难体会，让孩子
在假期做做家务，对孩子是一种很好
的生活体验， 也是一种能力的培养。
假期期间，家长不妨放手让孩子做家
务， 让孩子买菜、 做饭、 扫地、 整理房
间等等，可以让孩子了解父母平时在
完成紧张的工作后，下班还要忙家务
的辛劳。 让孩子做家务，让孩子在买
菜、 做饭中学会反思提高， 从而培养
孩子的动手能力，培养孩子爱劳动的
习惯，培养孩子家庭的观念。
读书。 我们知道，读书是一种美
好的生活方式，读书可以提高一个人
的涵养，可以让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
加美好。 在现在网络文化盛行的时
代， 能够静下来读上一些好书， 对一
个人的发展有着很好的作用。 在假期
让孩子静下心读书，读一读中外的名
著， 读一读自己喜欢的书籍， 离开功
利性的阅读， 对孩子十分重要， 读书
应该是孩子假期生活的一个重要内
容。
在暑假期间，还可以让孩子走进
社区、 走进社会， 让孩子体验社会生
活、了解社会。 当然，让孩子每天保持
适当的学习时间，对薄弱的学科进行
弥补，也是孩子暑假生活的一部分。

教师
论文

家长在教育孩子中， 不要事事包揽，
事事包办， 而是要有选择地“ 懒”， 有意识
地“ 懒”， 这样， 走出来的必将是一个勤
奋、坚强、乐观向上的好孩子。

家长
“
懒”些好
■

纪效成 （淮安市文通中学）

生活中人们都说， 人要勤快些， 这样
的人是讨人喜的。 但是， 在家教中， 家长
子女的教育会更好。
“懒
”些
，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家长有意识的
选择的“ 懒”， 会更有利于孩子的
“懒
”， 有
健康成长。
家长， 会放手让孩子学会处理
“懒
”的
家务
我们有些家长常常会找出各种理由
为自己不能做家务开脱， 他们告诉孩子，
说： 今天的房间由你自己打扫， 今天的衣
服请你去洗一洗， 今天的晚餐自己烧煮，
想吃啥就煮啥，等等。 孩子开始也是撅着
嘴巴， 一百个不愿意， 但是面对“ 狠心” 的
家长，也只好硬着头皮独自去面对了。 谁
知道时间一久，孩子竟然将这些事情做得
得心应手， 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好习惯，
并具有了良好的生活能力， 孩子自己也是
喜不自胜， 因为现在他们做这些事的时
候， 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额外的“ 负担”，
相反，他们会很有成就感。
家长， 会放手让孩子学会独立
“懒
”的
作业
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 遇到难题是很
常见的。 好多有知识水平的家长，在孩子的
难题面前往往会“ 露一手”， 他们不仅帮助
孩子解决了问题， 而且也显示出自己的高
素质高水平，让孩子觉得自己的父母亲“无
所不能”。 本来，家长们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但从孩子的教育角度来看，这是家长的“包
办”，其实并不利于孩子自身的成长。
相反，一些“ 懒” 的家长在面对孩子的
疑难作业时， 他们会装出一幅不懂的样
子， 让孩子自己去翻书解决， 让孩子学会
上网查阅资料， 让孩子联系同学或老师，

最终将这些问题解决。 孩子通过自己的努
力解决了问题， 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印象就
很深刻， 当然记忆也就很持久， 对孩子自
学能力的提高无疑是有帮助的。
长不会直接告诉孩子答案， 而
”家
“懒
是提供孩子更为广阔的时空， 为孩子独立
处理这些问题做了良好的铺垫， 引领孩子
学会思考，学会交流，学会记忆。
家长， 会放手让孩子学会直面
“懒
”的
困难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会有较多的兴
趣爱好， 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户外实践活
动， 这样， 孩子难免会有意外的“ 伤害” 发
生， 比如， 奔跑时跌倒了， 膝盖渗出血了；
爬山时，胳膊肘蹭破皮了； 练琴时， 手指划
伤了； 郊外或公园里画画时遭遇雷雨， 画
架、画板等潮湿了等等。 孩子有可能会对
家长大发脾气， 因为这些“ 意外”， 使孩子
遭遇到了困难， 甚至是一种“ 打击”， 他们
会有怨气。 出现这样的情况时， 家长不要
对孩子下达怎样的“ 指令”， 而是要学会
手旁观”， 让孩子自己去处理这些“ 意
“袖
外”，比如让孩子自己贴上“ 创可贴”， 涂抹
酒”， 收拾残局等等。 家长可在适当的
“碘
时候帮他一下， 比如一个善意的提醒， 一
次简短的鼓励， 一块可口的面包等， 这些
会给还孩子带来巨大的能量， 不仅以前的
怨气消失， 而且现在孩子能敢于直面困
难，迎难而上了。
家长的“ 懒”， 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高
超的教育智慧和技巧。 家长在教育孩子
中，不要事事包揽， 事事包办， 而是要有选
择地“懒”， 有意识地“ 懒”， 这样， 走出来的
必将是一个勤奋、 坚强、 乐观向上的好孩
子。

家庭教育中红白脸要不得
■

王凤锦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良好的家
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
义。 从最初受到父母的启蒙教育， 到现在
教育自己的女儿， 现就家庭教育问题， 谈
谈我的一点体会。 在家庭教育中， 尤其是
教育幼儿不能一人唱红脸一人唱白脸。
吾家有女初长成， 五口之家里只有她
最小，全家都疼得不得了。 牙牙学语的时
候没什么问题， 渐渐大了， 发现孩子有点
儿任性。 谁让她高兴，她就喜欢谁，就认为
谁对她好； 她要是不高兴起来， 谁都是坏
蛋，有时候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每天放学回来， 女儿像公主一样要她
爸爸打开电视机， 她要看动画片， 她爸爸
马上就去开电视， 她看得哈哈大笑。 等到
饭点的时候，我喊着：宝宝吃饭啦！ 女儿有
点耍赖、撒娇地直嚷嚷： 不行， 不行。 先生
在一旁忙说： 算了， 算了， 再等一会儿吧，
让孩子再看一会吧。 孩子看到爸爸护着，
更加拖延时间， 嘴里还嘀咕着： 妈妈大坏
蛋，我不喜欢妈妈。
事后我跟先生都反思了这件事： 孩子
虽小，但明白大人的脸色。 一个唱着红脸

一个唱白脸， 最后导致孩子不是任性， 就
是不能明辨是非， 长此以往甚至对父母起
码的尊重都谈不上了。
有次周末在家， 女儿看电视大概有一
个小时了， 我说： 宝宝， 该让眼睛休息一下
啦，不要再看了。 可女儿一点停下来的意思
也没有。 我示意了先生一眼，先生在旁边赶
忙一脸严肃地说：“是啊，妈妈说得对，时间
差不多了，要让眼睛休息一下。 ”女儿一看
爸爸跟妈妈一个意思， 爸爸说话时还很严
肃，虽然有点不情愿，但还是自己关上了电
视。 这时候，先生赶紧表扬了她：宝宝真的
长大了，真棒啊。 我接着说：等下次，爸爸妈
妈看电视时间长的时候， 宝宝也要记得提
醒爸爸妈妈哦。 下午，我跟先生故意调闹铃
看半个小时电视。 闹铃一响，孩子跑过来：
爸爸妈妈时间到啦，让眼睛休息一下啊。 我
们立刻起身把电视关了。
现在孩子虽然爱看电视， 但是我们说
时间到， 她就能主动关电视， 已经养成很
好的习惯。 可以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作为家长还要以身作则，给孩子做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