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的寒假一般
就是圣诞节的 1 周，
以及 2 月份的 1 周假
期， 这两段假期之间
的间隔并不长， 不少
学生通常会用假期的
时间打工或者实习。
中小学生的假期工作
以一些简单的家务劳
动和服务业工作为
主， 包括帮助父母擦
汽车、为邻居剪草坪、
在社区内送报纸等

等。钱虽然挣得不是很多，却
拥有了面对社会、 独立处理
问题的机会。而在加油站、快
餐店、超市，到处都可以看到
中学生忙碌的身影。 一个假
期下来，不但能挣几百英镑，
而且具体的工作使他们变得
自信、老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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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十一点了，你怎么还不起？ 快起床要吃中饭了”“一天到晚玩手机，能不能去看会书”“寒假作业写了没？
别拖到最后一天，不然就晚了”……经过了一个学期紧张学习的孩子们，假期的放松状态，急坏了多少家长？

另一种孩子，从早到晚在各种补习班、兴趣班之间穿梭着赶“场子”，累坏了孩子，也辛苦了家长。 那么，如
何才能让孩子的寒假生活过得轻松愉快又有意义呢？ 期望下面的文字能给家长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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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养阶段一般处于孩子刚刚
放假不久的时候，也就是目前这段
时间。 家长可以多理解下孩子辛苦
一学期的心情， 给他们一周的放
松、玩耍的时间，让他们释放孩子
的天性。

没事也可以带他们去亲戚朋
友家里，聊聊天，同龄的孩子也更
有共同语言，起码整个寒假不会宅
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带孩子来
个短途旅行， 看看外面的世界，呼
吸呼吸不一样的新鲜空气。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适当
地看看不同的风景，也是开阔孩子
眼界的一件不错的事情。

这期间， 就尽量不要让孩子
想课业的事情了， 毕竟后面还有
那么多天， 先让他开心快乐的度
过吧。

不过疯玩过后，家长还是要适
当提醒孩子，简单规划下寒假作业
的事情，比如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写
寒假作业， 预计什么时候完成，每
天完成多少。

快乐寒假，这样开启

经过前期的放松，到了寒
假的中期以及后期，孩子就要
开始重新进入学习的阶段了。
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做一张寒
假作息时间表，并且督促他严
格按照表执行， 有奖有罚，用
适当的拘束感，帮助孩子更好
的度过学习时间。

1、学习和生活计划表
寒假作业是孩子寒假里

必须要完成的，在制定计划表
时首先考虑进去，比如孩子可
以每天用两个小时完成学校
要求的学习内容，保证完成这
些学习活动所需的时间。学习
是个持续的、 循序渐进的过
程，切不可把作业集中在几天
完成，就像囫囵吞枣，孩子只
能学得一知半解， 不够扎实。
当然，娱乐的时间还是要有所
把控，比如每天看电视不超过
1 个半小时， 玩手机不超过 2
个小时。 具体怎么安排，家长
可以和孩子一起沟通。

2、 帮孩子做一些他们想
做的事情

每个孩子都有一些自己

的个人爱好和兴趣，也有很多
孩子想利用寒假时间学习一
些新技能，比如学绘画、钢琴、
打球、舞蹈等。所以，我们可以
帮助孩子每天把学习这些内
容的时间安排进去，这样就能
保证每天能按照进度学习，保
证学习的效果。

3、 适当让孩子分担家务
劳动

假期里父母仍然要上班，
孩子为父母分担一些家务，这
不但能减轻父母的劳累，而且
对于锻炼孩子的劳动能力、自
理能力都有好处，所以建议家
长在寒假期间合理地给孩子
分担一些家务劳动。

4、读读课外书
在寒假里读一两本好书

确实是个不错的想法。 孩子
在读书中可以增长知识，开
拓眼界，激发学习兴趣，促进
思考，激昂斗志。 另外，孩子
正是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
时期， 读好书可以促进他们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
和人生观。

5、旅游外出
有的孩子要在寒假期间

安排旅游外出。其实旅游外出
孩子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学
不到的东西，所以在旅游外出
的时候要做个有心人。去到不
同的地方，引导孩子对当地的
文化和风土民俗细心观察，写
写感受，以及在旅游过程中遇
到的不同的人或经历事情都

可以令孩子成长。
6、 提醒孩子保持和同学

的交流
寒假里，家长应提醒孩子

不要忘记好朋友和同学们。提
醒孩子可以通过网络、电话多
加强沟通，家长可以帮孩子约
三五好友一起去参加一些有
意义的活动，从社会实践或帮
助他人中找到快乐和成就感。

寒假的最后一周就是
“收心“阶段了，寒假即将结
束， 孩子肯定还不能完全收
起心来。如何做好准备，迎接
新一学期的学习， 就需要家
长们帮助孩子重新调整作息
时间， 让他们从安逸舒服的
氛围中，增加一些紧迫感。

如想想下学期学习上要
有什么样的突破， 有没有新
的学习目标， 有没有感兴趣
的东西想学的， 跟孩子谈谈

心，树立一些目标规划，并提
醒他落地执行。 当然，也可以
陪孩子一起看看下学期的课
程都有哪些， 提前做下预习，
也是非常不错的事情，起码可
以有效缓解孩子对于学习上
的压力，提前打个预防针。

寒假，一个月时间，说长
不长，说短不短，家长对孩子
的管教也要松弛有度， 既要
有详细的计划， 也要有明确
的执行过程和结果。

寒假中期———“圈养”
寒假前期———“散养”

寒假末期———“收心”

美国中小学生的寒假
比较短，一般只有 10 天，但
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有以下几类活动：第
一，参加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活动，像棒球、垒
球、 橄榄球等俱乐部。 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
国内的少年宫，但不同的是在美国，学校一
般不会有官方组织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和
组织大多是由孩子们自己组成， 教练大多是
由家长友情充当。 第二，泡社区图书馆。 美国
比较崇尚阅读， 所以寒假的时候很多家长会
带着孩子一起去泡图书馆进行亲子阅读。 第
三，时间和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会带孩子到

各地去游玩。 不过就算家
长们分身乏术也没关系，

在美国还有种类繁多的冬令营活动。 除了常
见的各种体育活动外， 还有像野外求生这样
的趣味活动。

除了上述所说的种类繁多的各种活动
外， 美国的孩子们还会参加各种义务服务活
动。比如去救助中心为无家可归的人做饭，到
不发达国家支教等。 由于美国越来越多的公
立学校作出规定， 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前必须
完成规定时间的社区服务，否则不能毕业，因
此，寒假就成了学生做义工的大好时机。

在俄罗斯寒假期间，
所有的中小学校全部休
息，学校也不搞补习班之
类的课程。 在俄罗斯人的
印象中，宁愿孩子没有聪
明的头脑，也要有健康的
身体和独立的能力。 所
以，大部分俄罗斯孩子会
利用寒假的机会到大自
然中去历练。孩子随父母
一起到郊外的别墅，充分
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 父
母还经常和孩子一起从
事各种冬季运动，孩子穿
上小冰鞋， 坐上小冰雪
橇，随父母一同溜冰滑雪，甚至
是打冰球。在寒假期间每天都能
看到成群的孩子在公园滑雪。和
国内的孩子相比，俄罗斯的孩子
们不仅胆子大还不怎么娇气。摔
倒了、磕了碰了，都自己爬起来，
接着和大家玩。因此很多俄罗斯
孩子敢做一些很危险的动作，比
如从陡峭的坡上滑下来。由于速
度很快， 十有八九要摔个大跟
头。这时孩子的父母即使离得很
近也基本不会管，在这种教育方
式下，孩子们学会了勇敢、独立
和坚强。

因为日本不过春节， 所以元旦前后日本学
生有两个星期的假期。

从小学到大学， 日本的学校里都有很多
的俱乐部活动。 每到放假的时候，就是这些
俱乐部活动最繁盛的时期，内容种类也是花
样繁多，如：一起去郊游，参加茶艺学习，参

与各种体育活动等，不过比较有日本特色的
是俱乐部成员的“合宿”———早上大家一起
起床吃早饭，一起进行活动。 在假期参加这
样的活动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课外兴趣 ，
还能锻炼他们的集体精神，让寒假过得又充
实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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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俱乐部的集体生活

外国孩子寒假干些啥
法国中小学生的假期很

多， 学校和学生家长都十分重
视学生假期中的生活和玩耍，旅

游是学生假期生活的一个重要项
目。 虽然法国的国土面积不大，但是

你会发现假期是分区进行的。南部省份、

北部省份、巴黎大区 3 个大学区，每个学
区的假期有 1 周的时差。 这是因为一到
寒假，法国家庭就会举家出动。为了避免
集中的假期导致交通堵塞、滑雪场拥挤、
附近酒店爆满， 法国很早就开始实行分
区休假的制度。

法国：旅游放松是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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