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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阅读和习惯
前几天和一位家长聊天， 谈到
孩子的教育问题。 现在的家长， 和
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中最
大的变化之一是对现代信息平台的
利用。 很多家长都有两个群： 一个
是班级教师和家长共同参与的家校
互动群， 教师随时将班级孩子在学
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状况通过微信
告知家长， 家长也积极予以回应；
二是班级家长自己建立起来的微信
群， 撇开班主任和任课教师， 相
互之间交流育儿心得。
按理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也常常让家长感到苦恼。 其中
较多的苦恼来自各家孩子之间的
互相攀比。 一个孩子学习成绩比较
好， 往往会让很多家长感到好奇，
多方打听是否参加了什么辅导， 或
者家庭教育中有什么诀窍， 一旦这
位家长真说出个一二三来， 其他
家长就会纷纷效仿。 实际上， 每
个孩子都有独特的个性和身心特
质， 适合别人孩子的方式方法， 并
不一样适合自己的孩子。 一些家长
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精力之后，
发现孩子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果”， 反而会对自己有更多的自责，
甚至对孩子多有责怪， 让孩子无端
背负起很多的压力来。
笔者在和很多家长交流的过
程中， 重点讨论了习惯、 阅读、
陪伴、 闲暇等几个关键词。

01 陪伴：
他说： “这 5 年里， 孩子上了小学，
我上了大学。” 后来他跟孩子在一起
无话不 谈 ， 而 媒 介 就 是 书 。 父 母 再
忙也应该想办法陪孩子， 哪怕时间
很紧张。

父母再忙也要想法陪孩子
父母和孩子在一起吃饭， 在一
起说话， 交流和学习无时无刻不在
进行。 西方心理学有个很有意思的
研究发现， 孩子的词汇量和父母在
家庭交流， 尤其是和在餐桌上交流
的词汇直接相关。 父母在谈论政治，
孩子可能今后会对政治感兴趣； 父
母在抱怨， 孩子可能就有了抱怨的
情绪。 很多父母以为跟孩子多说话
没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父母说的东
西， 即使孩子今天不懂， 也会成为
他大脑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重要
的是， 陪伴和共同生活会决定整个
家庭是否拥有共同的命运。 新教育
改革提出一个主张： 共读， 共写，
共同生活。 基调就是陪伴。
有位父亲是当地很有名的企业
家， 很忙， 不是请人家吃饭， 就是
人家请他吃饭， 跟自己的女儿没有
很多接触。 孩子上了小学后， 因为
参加新教育实验， 新教育实验的老
师会定期给孩子父母亲写信， 每周
一封信。 其中一项就是要求父母和
孩子一起读书， 不仅是母亲读， 父
亲也要读。 后来， 这个父亲 5 年里
和 孩 子 一 起 读 了 184 本 书 。 他 说 一
开始没感觉， 读了一个月之后， 发
现阅读比喝酒有意思得多， 就开始
主动拒绝应酬， 跟孩子一起读书。

02 阅读：
我有读书给我听的妈妈
阅读的种子是在家庭里播下的。
《朗读手册》 引用了一首诗： “你或
许拥有无限的财富， 一箱箱的珠宝
与一柜柜的黄金。 但是你永远不会
比我富有， 我有读书给我听的妈
妈。” 阅读是让孩子有丰富精神生活
的重要源泉， 阅读能力、 阅读兴趣、
阅读习惯的培养是从家庭开始的。
童年的秘密我们远远没有发现，
童书的价值我们远远没有认识。 童
书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 都悄悄地
藏在一个个人物、 动物的命运里，
借此构建起孩子的价值观。 最初的
阅读是亲子共读， 是父母读给孩子
听， 因为孩子不认字， 阅读更多的
是从图画入手。 儿童最初是通过图
画认识这个世界的。 童书不仅有价
值熏陶的作用， 还有治愈的作用，
孩子要解决什么问题， 都有相应的
图书， 看了之后比说一万句教训的
话都有用。 最重要的是， 儿童时期
一旦养成了阅读的习惯， 今后会主

动找书读书。

03 习惯：
教育是否成功在于有没有好习惯
叶圣陶先生说过， 教育就是培
养习惯， 衡量教育是不是成功就看有
没有形成良好的习惯。 体育不是看跳
多高， 跑多快， 打球多好， 是要看有
没有养成良好的健身习惯。 如果体育
成绩 优 秀 ， 但 大 吃 大 喝 不 锻 炼 ， 身
体也很糟糕， 这不叫体育成功。 教
育就是要养成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心， 不断地自主学习， 不断为自己
充 电 的 习 惯 ， 而 不 是 读 书 时 拿 100
分， 到了社会上连书都不看。
新教育改革有一个行动叫每月
一事， 每个月让孩子做一件事， 培
养好习惯。 比如， 这个月学会吃饭。
吃饭里面有很多习惯要培养， 比如
礼仪、 很多和习惯相关的东西。 心
理学研究发现， 一个好习惯养成需
要连续 21 天不断的训练， 家庭要帮
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家长们， 趁着寒假和春节， 好
好地陪陪孩子吧， 用心聆听孩子的
心声， 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
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中国叶圣陶
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朱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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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了

学数学

朋友生了二宝， 我和老公
前去祝贺。 但是她家我只去过
两次， 记不清是哪一层了， 也
不好意思打电话询问， 显得很
生疏。
老公一边嘲笑我， 一边拿
过我的手机说他有办法。 只见
他打开我的 WiFi 便开始上楼，
到了八楼， 不仅连上了而且满
格信号。
老公得意地说： 就是这了！

儿子上了高中后， 偏科很厉害，
尤其是数学， 基 本上 次 次 不 及 格 。
这次月考成绩出来了， 数学又不及
格， 我教训他， 他 竟 然 不 满 地 说 ：
“妈， 你也学过高等数学， 平常用得
着吗？ 就连买菜时最简单的两位数
加减法你还得用手机算。” 一下子把
我噎得哑口无言。
老公听闻， 对儿子说： “买菜是
用不着高等数学， 但是高等数学决
定你在哪儿买菜。”
崔丽 （河南）

朋友这几天又去桂林旅游
了， 她不断地更新朋友圈， 分享
美景美食和好心情， 让我们这些
人很是羡慕。 要知道， 朋友是个
四十多岁的女人， 刚离婚的她，
按理说应该还沉浸在痛苦中， 可
她却很快调整过来， 活得像个少
女， 不仅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的， 而且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她
给自己订了计划， 每个季度都要
出去旅游一次。 她说， 结婚这么
多年， 为他和孩子操碎了心， 现
在走出来才知道， 外面的世界这
么精彩。 她还说， 若是当年能试
着给自己一段柔软的时光， 释放
心头的愁绪， 也许生活是另外 一
番样子。
可不是， 婚姻生活里烦琐事
太多， 若不及时排解不满愁绪，
很可能就会让家成为一个充满硝
烟的战场。 若适时地出去放松放
松自己， 让身心得到自由， 让坏
心情得到释放， 那么我们对待问
题的态度， 也会换个角度去思考。
还有一个朋友， 36 岁了还未
把自己嫁出去， 身边人都为她着
急， 而她却抱着宁缺勿乱的态度，
一个人依旧安静地生活。 她在等

待爱情的过程中， 读书、 旅行、
做瑜伽、 研究茶艺 ， 把生活过得
活色生香。 遇见她的人， 都说她
看起来像个 20 多岁的小女生， 这
也让我明白， 心静是最好的美容
品。 其实， 原先的她可不这样，
因为是大龄剩女， 父母催得急，
她自己也压力巨大， 没日没夜地
相亲， 可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
心力俱疲之下， 她病了一场。 后
来她渐渐想开了， 觉得婚姻这事，
操过之急， 只会害苦自己。
这之后， 每个周末， 她都会
抽出时间， 做一顿丰盛的下午
茶。 自己磨一杯咖啡， 再配上几
块香喷喷的刚出炉的蛋糕， 一个
下午， 就把自己扔进这些闲散的
时光里。 她说， 这是她最柔软的
时光， 只要每个星期就这样呆上
一下午， 工作上的苦闷， 生活中
的压力， 似乎全都释放了。
时间很紧， 工作很忙， 压力
很大， 我们总该要学 会给自己一
段柔软的时光， 让浮躁的心沉淀
下来， 享受一下久违的独处快
乐， 往后的日子， 才会变得温暖
而美好。
刘亚华 （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