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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优秀，浸透着父母的汗水
每个人从生下来最早接受的就是家庭教
育，受到影响最大的也是家庭教育，这种教育
有言传有身教，甚至身教重于言传。 你生活在
的家庭里面，你的长辈，你的亲人，他们是一种
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工作、对待他人，我想会对
孩子产生非常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优秀的父母要用心
《焦点访谈》节目曾介绍过世界中学生奥
数金牌获得者安金鹏的事迹。 他家里极穷，考
取了重点中学，却没有钱上，父亲说让孩子去
打工，人家上了大学还没有工作呢，更何况你
能不能考上大学还不知道。
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将家里唯一的一头驴
卖了。 孩子在中学里是唯一一位连素菜都吃不
起的人，是唯一一位连肥皂都用不起的人。 照
这样来说孩子全靠自己了吧？ 当面一问才知
道，虽然这位母亲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她却
让自己的孩子在小学之前就把四则运算做得
滚瓜烂熟。

孩子的问题是父母问题的映射
很多父母将孩子的不好的习惯怪罪到学
校身上，怪罪到教师身上，怪罪到孩子自己身
上，唯独没有怪罪到自己身上。 其实孩子身上

—无论是好习惯还是不好的习
的多数习惯——
惯都是我们父母在有意无意地培养出来的。
就像上海人说上海话吃上海菜，四川人说
四川话吃四川菜一样，仿佛生来就会不需要培
养，而事实并非如此，父母每时每刻都在教，以
至于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教，这就是“潜教
育”，比“显教育”威力大得多的本质教育。
优秀的孩子多是优质教育的结果，问题孩
子多是问题家庭的产物。 孩子的问题大多不是
孩子自身造成的，而是父母问题的折射，父母
常常是孩子问题的最大制造者，同时也是孩子
改正错误与缺点的最大障碍。
没有不想学好的孩子，只有不能学好的孩
子，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育的父
母。 因此在骂孩子的之前骂自己，在打孩子之
前打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改变自己。

好成绩不只靠老师
关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全社会都要有
正确认识。 应试教育是学校和家长都回避不了
的问题，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适应。 应试能力
教育与素质教育并不矛盾，没有应试能力的素
质教育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据统计，我国有近1000万“闲散”的未成年
人。 所谓闲散的未成年人，就是指理应在学校

入托难成家长心病
“幼有所育”难题待解
“携程亲子园事件”发生后，受到社会广
泛关注。 在呼吁尽快填补机构监管漏洞之外，
更多讨论聚焦于其折射出的我国3岁以下托
育服务严重供给不足的现实。 经调查发现，一
方面，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带来托育需求持续
增加；另一方面，托育机构匮乏、标准制度缺
失，监管部门混乱，托育市场“发育不良”现状
凸显。
面对规模极其有限的托育市场， 家长们
的选择充满无奈。 多位家长反映，少数具有办
学许可的民办托儿所，硬件一般，名额却长期
供不应求；一些在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名
义注册的早教机构， 实际是违规从事婴幼儿
日托服务，随时有关门风险；而家庭作坊式的
托育点， 卫生、 消防等方面可能存在安全隐
患，威胁到孩子人身安全。

调查：托育市场“发育不良”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我国托育市场整体
面临机构数量不足、服务管理缺失、政策支持
不够等问题。
公办缺位。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大量
事业单位办的福利性托儿所被裁减。 随着二
孩出生带来的学前教育资源紧张， 很多地方
公立幼儿园也陆续取消原本针对两三岁儿童
的“托班”，公办托育服务进一步萎缩。
民办缺“路”。 上海一位退休幼儿园园长
陆女士此前被某民办托育机构找来创办托
班，但过程却充满曲折。 在向教育局申请行政
许可未果后，她又陆续找了妇联、卫计委等部
门，但均表示不归本部门管，半年过去，至今
没有办成。
标准缺失。 由于缺乏准入、评定、考核等
标准，市场上托育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 记者

调查发现，相当多托育点设置在居民区内，有
的有个三居室的单元房就能开班， 师资力量
有的靠无保育资质的家政保姆。 而如果按照
幼儿园建设标准，很难有企业点、社区点能够
达标。 携程方面就曾表示， 幼儿园对班级规
模、占地标准等有很高要求，在商务楼办公的
企业几乎不可能做到。

建议：政府主导民办同步
专家建议，应明确托育的公共服务地位，
统筹整合管理机制，完善相关政策支持，构建
主体多元、性质多样、服务灵活的市场体系，
更好实现“幼有所育”。
“近年来， 我国托育服务供给长期处于
‘部门缺位、市场失灵、社会失职、家负全责’
的失衡状态， 当务之急是将托育服务上升为
国家行为。 ”杨菊华建议，应将托育服务纳入
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明确具
体负责职能部门，利用整合卫生计生、教育、
民政、人社、税收、工商等部门资源，为发展提
供良好环境。
贵州省幼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剑辉建
议， 应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发展普惠性
托育服务事业， 在现有公办幼儿园增设托管
班，明确将幼儿入园年龄向下延伸。 同时，出
台婴幼儿托育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标准
规范，推动行业发展有章可循。
“应鼓励有资质的主体开办托儿所、托育
中心、邻托服务等，对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在
自有场地内建托育设施要给予政策支持。 ”广
州市政协委员简瑞燕建议，降低准入门槛，公
平对待并扶持民营托育机构。
（新华）

读书而不愿读书，选择辍学的孩子，这其中94%
是学业失败的结果，学业落后、厌学、逃学、离
家出走成为当今未成年人犯罪的四步曲。
因此，帮助孩子适应应试教育也就成了我
们父母的一份应尽的义务，而帮助孩子减负的
最好办法是我们父母增负，就是我们父母能够
成为孩子的导师。 好成绩当然是学校老师带出
来的， 但在应试教育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这
些好成绩正越来越多地浸透着父母的汗水。

第三个步骤是建议，就是有道理孩子并不
一定就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因此父母这里应该
给予建议。
每一个孩子都是伴随着问题成长的，每一
个父母也都是伴随着问题成长的，不碰到问题
的孩子是找不到的，不碰到问题的父母也是找
不到的，关键是要像那些优秀的父母们那样能
够静下心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好沟通是听出来的

父母的“潜教育”
化进孩子血肉里

对于孩子进入初中、 高中的家长来说，普
遍存在一种困惑，那就是同孩子难以沟通。
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与进入更年期的母亲
的冲突更多，不仅是因为处于内在的心理动荡
期，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外部压力都很大，孩子
面临的是升学的压力，母亲面临的是事业的压
力，这就更需要加强沟通。
优秀的父母在这方面大都做得很好，他们
良好的沟通来源于自觉地遵循了以下这三条
原则：
第一个步骤是倾听，就是让孩子把话说出
来，并且听懂孩子话里的真实意思。
第二个步骤是理解，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
想想是不是有道理，结果往往是有道理的。

智力不是最重要的， 比智力重要的是意
志，比意志重要的是胸怀，比胸怀重要的是一
个人的品德。
我们在看人物传记时常常都会对人物幼
年时的不同凡响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原因就
是这种成就动机对一个人的影响巨大。 意志、
胸怀、品德等这些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通过父母
的说教等“显教育”就能产生效果的，而是通过
父母的行为即“潜教育”化进孩子的血肉里的。
让孩子养成大襟怀的最好方式除了父母
能做好的表率外，就是让孩子多读名著，多读
伟人的传记，让孩子从小学会用伟人的眼光来
看社会和自己。
（翟文）

落实省教育厅“
减负令”，
南京小学探索“
无作业日”
很多孩子都曾憧憬“今天没有家庭作
业”的日子，如果告诉你，这个“小梦想”已经
成为现实了呢？ 近日，南京市夫子庙小学、南
京市游府西街小学陆续启动了周三“无作业
日”计划，当天老师不布置任何家庭作业，鼓
励孩子做一件自己喜欢的、 有益身心的事
儿。 很多同学确认没作业后， 激动得欢呼：
“太棒了！ ”没有家庭作业，大家回家都做什
么呢？

落实省教育厅 “减负令”，南
京小学开始探索“无作业日”
记者了解到，南京几所小学已经开始行
动。 从上周开始，夫子庙小学就通知每一位
老师：周三夫小“无作业日”正式启动了！ 请
您从本周三开始不给学生预留任何家庭作
业（包括口头作业），并积极引导学生在“无
作业日”进行有益的活动。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也正式通知家长，
每周三设立“学生自主作业日”，老师不布置
书面作业，让学生自由选择作业，可以是打
一场球，画一幅画，做一个小实验或是帮大
人做家务等。

在此之前，南京很多小学已有“作业免
做”的激励机制，但仅仅覆盖一部分成绩较
优秀的学生。

首个“无作业日”怎么过？ 孩子
的首选是阅读和户外运动
夫子庙小学的首个“无作业日”，大家都
是怎样度过的呢？ 光看家长发到班级群里的
照片，就相当精彩。 有人帮妈妈大扫除，还有
人学着包饺子、捏“狮子头”。 调皮的男生结
伴去户外运动，打了一场篮球，直呼过瘾。 一
个“小书虫”一下课就直奔书城去了，“我今
天放学后看了3小时的课外书，太爽了，太痛
快了！ ”也有个别同学委屈地说，因为学校没
布置作业， 所以又被家长安排了课外辅导
班。
学校对近16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阅读、户外运动、发展兴趣、体育
锻炼、技能拓展、与同学游戏成为大家在“无
作业日”最想做的事儿。 游府西街小学教导
处主任查静介绍：“学校推荐孩子在体育、阅
读、艺术、家务四大类中任选一类，挑选自己
喜欢的事情， 但如果孩子真想休息一下，看
看电视，都是可以的。
（扬子）

淮安市清大学堂 全脑开发训练馆
1、儿童、中小学生全脑开发
2、中学生数理化、英语提高班
3、初一、初二数学（开明火箭班，只招开明学生）
地址：市青少年宫前楼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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