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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要给孩子营造优良的学习环境
■

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 出发迟的，走的慢的孩子未必不
是最后的胜者。 作为家长，遇到孩子
成长的缓慢， 千万不能着急， 而是要
不断鼓励孩子前进的激情。 只要孩
子在成长， 在进步， 在努力， 在坚持，
那孩子就会是最后的胜者。

等待

家长，
孩子的成长需要您的耐心等待
周建洋 （江苏省清江中学）
我很喜欢沈从文的这 点， 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的
一句话： “ 有些路看起来很 赛跑， 只要孩子能够跑到最
近，走去却很远。 缺少耐心， 后，就是成功者。今天在校园
永远走不到头”。 作为一名 里处于很平常的孩子， 说不
老教师， 我认为教育孩子就 定在未来的发展却如鱼得
是最需要耐心的一件工作， 水，成为令人羡慕的人。由于
没有耐心就不会有孩子的 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不同， 他
成长， 就等不来花开的时 们进入状态的不同， 开始赛
节。 在平时的工作中， 我发 跑的时间不同， 我们根本无
现， 很多的家长缺少耐心， 法用统一的标准去要求每一
尤其是那些发展不理想的 个孩子。出发迟的，走的慢的
孩子的家长。
孩子未必不是最后的胜者。
我知道， 每一个家长都 作为家长， 遇到孩子成长的
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 缓慢，千万不能着急，而是要
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 不断鼓励孩子前进的激情。
的发展前程。 事与愿违， 总 只要孩子在成长，在进步，在
有一部分家长处于失落之 努力，在坚持，那孩子就会是
中， 孩子的发展总是那么的 最后的胜者。
不尽人意。 作为一名老教 耐心才能解决问题。 我
师， 我经常见到一些家长为 很理解那些发展缓慢的孩子
孩子暂时的落后而焦急。 我 的家长焦急的心情， 但我还
很理解家长焦急的心情， 我 是要告诉家长， 请耐心等待
想对家长说： 家长， 孩子的 孩子的成长。 拔苗助长的寓
成长需要您的耐心等待。
言故事，我相信大家都记得，
孩子的表现是有差异 那个农人为了让庄稼长得更
的。 在平时的工作中， 虽然 快， 最后却让庄稼走向了死
我会对所有的同学一视同 亡。孩子的成长也是这样，家
仁， 对所有同学都抱有信 长任何着急的行为都解决不
心， 但不可否认的是， 学生 了问题， 只会使问题变得更
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拿满 加糟糕。 如果孩子能够考入
分160分的数学试卷，有的同 一流的大学，当然很好。如果
学考了150 分可能就是很不 孩子只是考上一个普通的大
理想的成绩， 有的同学考到 学，未必没有前途，再说还有
已经开心的不得 可能通过考研来改变现状。
， 就
90 分
了。 每一次考试， 第一名与 就算孩子当年没有考上大
最后一名之间的分数差距 学，还可以通过复读，明年再
之大， 总是让人诧异。 要知 考。 哪怕孩子就没有考上大
道， 这是在同一个班级、 同 学，也不是没有发展的机会。
一个老师任教， 为什么有这 家长要做的， 就是帮助孩子
样大的差距？ 这就说明了学 认识自己，发挥孩子的潜力，
生之间的差距存在。 既然学 让孩子发展的更好。俗话说：
生之间存在差距， 家长就要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教育
承认这种差距， 耐心等待孩 孩子，心急肯定不行，耐心才
子的成长。
是帮助孩子成功的关键。
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缓 每一个孩子都是优秀
慢的过程。 我们知道， 孩子 的， 每一个孩子都有成功的
的成长受很多因素的约束， 潜能，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
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 我 值得期待， 孩子的成长都需
们很难判断一个孩子未来 要过程， 需要家长的耐心等
的发展如何。 如果我们把孩 待！就算您再着急，您都要耐
子的成长当作一场马拉松 心等待， 耐心等待孩子的成
赛跑， 这是一个没有起点， 长， 耐心等待成功的花儿开
没有计时， 没有绝对的终 放！
■

刘家波 （泗阳县南刘集小学）

上小学的孩子除了每周40
个小时左右的在校时间，其余时
间都是在家里度过的。 孩子的学
习、 生活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
里。 作为家长，不能错误地认为
孩子的学习是以学校为主、孩子
的教育以老师为主。 孩子从呱呱
坠地起， 教会说话的是父母，教
会孩子生活习惯的是父母，影响
孩子一言一行的也是父母。 也就
是说， 父母是孩子的影子， 家庭
则是孩子成长的舞台。 怎样为孩
子的健康成长、愉快学习搭建一
个理想的平台， 孩子的父母、尤
其是跟孩子朝夕相处的监护人，
必须动一番脑筋， 作一番研究。
这里笔者为你提两点建议，但愿
助你一臂之力。
第一、 家庭成员和睦相处，
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定的学习环
境。 既然孩子童年的大部分时间
是在家里度过，那么家庭环境对
孩子影响当然最大。 现代的家
庭， 大多是三代人同居， 由于三
代人之间的文化层次不同，受外
界因素影响不一样， 生活方式、
文化程度必然存在差异。 爷爷奶
奶看不惯儿子、 媳妇的低头一
族，就会唠唠叨叨。 年轻父母有
其人脉圈、 有其交流内容， 长辈
的干预对其产生影响，就会不依
不饶， 这时家庭难免充满火药
味。 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能安心
学习吗？ 还有老年人对孩子的过
度溺爱，对孩子的生活有的干脆
就是全包，孩子的饭菜是端到面
前，穿的洗好、叠好、早晨替孩子
穿好， 甚至替孩子梳洗打扮，骑
车接送上下学。 而年轻父母只顾
自己上下班，对孩子的生活学习
不闻不问。 这种家庭， 爷爷、奶
校园
新闻速递

奶、 爸爸、 妈妈们根本不知道孩
子有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有没
有强劲的学习动力，有没有良好
的学习方法。 孩子长期处在这样
的环境里，会厌烦、厌倦，谈不上
认真学习。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
过。 因此， 孩子既要养， 更要
育。
古人还说： 养儿不育， 不如
养猪。 做家长的不要错误地认为
孩子的教育只是学校的事、老师
的事。 在家里，一定要为孩子提
供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 怎样才
叫安定， 一是家庭成员和睦相
处、其乐融融，让孩子想回家，时
时感到家的温暖。 二是要关心孩
子的学习。 每天晚上，家人团聚，
在孩子面前多问问孩子学校的
事、 学习的事， 跟孩子分享在学
校的快乐，让孩子感受到做家长
的在乎孩子、在乎孩子的学校生
活、 在乎孩子的学习成绩、 在乎
孩子在校的一切。 家长每天这样
做，其实是在督促孩子在学校里
要多观察、多参与、多留心、多记
忆，回家才能有条理地叙述给你
听。 久而久之，孩子的观察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就自然而然地提
高了， 还愁孩子写不好作文吗？
孩子一旦对学习感兴趣了，还愁
学习成绩提不上去吗？
第二，为孩子布置一个孩子
喜欢的房间， 让孩子安心学习。
这里的布置，不是叫你动多少脑
筋，买好多东西去装饰。 相反，我
是在告诉你，学生尤其是小学生
的房间，一定要简约、简单。 一是
不要给孩子房间里添置玩具，更
不能布置大型玩具。 孩子放学回
家了， 他的自制力是有限的，看
到玩具，能不动手玩两下吗？ 有

时一玩就上瘾，忘记了作业还没
完成， 甚至连什么作业都忘记
了。 二是不要给孩子房间装大镜
子。 特别是孩子书桌前更不能有
大镜子，原因是看到镜子孩子会
分神。 看到镜子中的“我”，不由
自主地会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起
来。 看到衣服没穿好，连忙整理
一下。 女孩子要是看到辫子有点
乱， 赶快停下手中的活， 梳洗打
扮一下啊。 这样学习能专心吗？
第三，孩子的房间里更不要
配备电脑和手机。 因为孩子太
小， 还不会运用多媒体进行学
习。 有了电脑如果只是摆设，问
题还不大。 如果孩子把它只用来
玩游戏麻烦可就大了，孩子一旦
染上游戏瘾， 就如沾了毒品，难
以自拔了，这不是危言耸听。 另
外建议不要给孩子配手机，如果
实在要配也就配个儿童机，有爸
爸、 妈妈和班主任的号码足矣。
千万不能给孩子配个智能机，因
为孩子玩智能机比成人还顺溜
用手机玩游戏，麻利得很。 孩子
的房间主要是供孩子学习和休
息的，所以，只要一张床、一盏朴
素的台灯、 一张简单的书桌、必
要的课外书籍和文具就足够了。
就是这样简单的布置，房间里却
充满了书香气息。 孩子进来以后
就进入了书香乐园，没有外界干
扰，有学习欲、有作业欲，有求知
欲。 因为这里是孩子学习的世
界、成才的天地。
望子成龙之心人皆有之。 怎
样让孩子成人成才不是一天两
天的功夫。 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定
的学习环境，让孩子从小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将会影响孩子的
一生。

清江浦实验幼儿园积极应对暴雪天气
针对2018年第一场暴雪天气，淮安市清江
浦区实验幼儿园积极响应省政府办公厅发布
的“雨雪冰冻天气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以及
市教育局发布的“关于积雪冰冻的通知”，提醒
老师加强安全教育， 提高师生自我保护意识，
做好防范措施。 为防止幼儿及家长滑倒，组织

教职工清扫“门前雪”，保障园内外、各通道的
安全畅通，在大门口全部铺上防滑地毯，加大
幼儿园重点部位的安全巡查力度，做好防雪灾
值班记录，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幼儿园财产和
师生在园安全。
（

冯洁）

黄码中心幼儿园开展消防教育培训
1月10日， 淮安市黄码乡中心幼儿园把寒
假安全融进各班幼儿的主题课程中， 把不玩
水、不玩火、不到人多拥挤的地方、不放鞭炮等
安全常识渗透幼儿一日生活，从而加强了幼儿
的自我保护能力。 除此之外，幼儿园还邀请淮
安市消防支队的邱警官为全体教职工进行了
以“预防火灾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主题的

消防教育培训。 本次培训主要包含“防火、灭
火、逃生、自救”四个方面内容。 通过此次消防
安全教育培训，使我们进一步掌握了紧急疏散
及逃生自救方法，掌握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
法， 对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
解，为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寒假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
)

高华萍

武墩中心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1月9日中午，淮安市武墩中心幼儿园组织
了一次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培训时消防队的黄
教官示范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现场观摩学习
后， 全体教职工能够熟练地掌握操作方法，能

够及时扑灭初期火灾，有效降低火灾带来的损
失。 通过此次培训增强教职工消防意识，强化
消防技能，为幼儿的安全和健康保驾护航。
(
)

李青青张静静张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