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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倾听习惯
一是要求孩子听别人说话时目

光要对视。对孩子来说，眼睛看见的，
才是他所关注的；眼睛看见的，才是
他所理解的。比如要求孩子上课时眼
睛注视着老师，这就是倾听习惯的养
成。二是要求孩子听人叫自己的名字
时要有回应，听到指令能执行。有些
家长反映说叫孩子的名字，孩子听见
了就是没有反应。家长可以通过小游
戏“听名喊到”来锻炼孩子的倾听习
惯。家长不妨跟孩子约定，叫孩子大
名孩子要喊“到”，叫孩子小名答应

“哎”。指令要执行指的就是家长给孩
子一个指令一定要求孩子当时就去
执行。三是要求孩子不随意插嘴打断
他人讲话。孩子不插嘴的习惯要培
养。粗鲁无礼地打断别人的话语的习
惯，家长是不能纵容的。在孩子跟别
人交往时，就可以随时培养孩子倾听
的习惯——等别人说完了自己再说。

当然家长也要做好榜样。

二、反馈习惯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在

餐馆吃饭点餐的时候，服务员听完你
点的餐就走了。上菜的时候你才发
现：上的菜怎么跟刚才点的菜不一
样。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服务员都
做不到呢？这是因为服务员下单时缺
乏反馈的环节。

反馈的习惯就是听完别人的一
段话，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你的理解
是什么，要进行及时的确认。举个例
子，小学老师上课时通常在布置完作
业后，向学生提问：刚才老师布置了
些什么作业？这样来向孩子确认听的
效果。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在向孩
子交代事情时可以有意识地加一句：

“那你说说，妈妈刚才说了什么？”或
者孩子在表述完后，妈妈向他反馈：

“孩子，你的意思是说……”

三、任务意识
培养孩子的任务意识，就是养成

孩子的责任意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1、日常生活中给予孩子
任务。如：“孩子，这是你的房间，保持
房间的整洁是你的事情。”2、适当提醒
孩子履行任务。在接孩子放学时问孩
子：“今天老师布置什么任务给你了
吗？”3、让孩子承担后果。“孩子，老师
给你的任务，你没有完成，明天老师批
评你，其他同学笑话你，我可不管。”

培养任务意识时注意：避免替孩
子承担责任；避免教孩子推卸责任；
避免为孩子当保护伞。

四、注意习惯。
幼小衔接阶段必不可少的一项

训练就是专注力训练。对孩子来说每
节课集中注意力 40分钟是一项严峻
的考验。而专注力不好将影响孩子各
方面的表现。因此注意力被称为学习

的第一素质。那针对孩子不专注、神
游、发呆等情况，家长可以利用哪些
生活中的事情培养孩子的视觉注意
和听觉注意呢？

拼图游戏是一个办法。拼图游戏
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喜欢拼图的孩
子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坚持研究，
拼摆。让孩子玩拼图时，可以逐渐增
加拼图的块数让孩子更加有成就感。
另外可以让孩子做妈妈的小助手。孩
子如果对妈妈的用品很关注的话可
以利用这一点设计游戏。比如出门前
让他帮忙找妈妈的手袋。手袋要一直
放在固定的位置，等孩子熟悉后，悄
悄挪动位置，但不要藏起来，让他稍
微找一下可以看见，孩子找到后要谢
谢他，并引导他说出手袋应该放在哪
里？游戏还可以变成玩找拖鞋、找衣
服等。这个游戏容易让孩子集中注意
力，有助于孩子形成理性思维。此外
还可以通过“找相同”“找不同”的游
戏提高孩子的注意力。

不是穿了西装就会变绅士，不是
生了孩子就会做父母。面对一年级这
个特殊的阶段，我们更要学习幼小衔
接的教育方法，从而把父母这个角色
当得更好。让我们告诉自己和孩子：

“我第一次做小学生家长，你第一次做
小学生，我们彼此关照，共同成长！”

教海泛舟
jiaohaifanzhou

培养良好学习习惯 度过幼小衔接期
南朗镇云衢小学 阮连凤 每天，我都喜欢和学生相

处，学生带给我许许多多的快
乐和幸福。

借书
一天，二年级几个小学生

跑到我的办公室，囔着要借书
看，并宣布没有就不走了，一
脸的可爱样。我同他们开玩
笑，真的没有，那你们就赖着
在此过夜吧！其中一个叫海涛
的小男孩站出来同我讲条件：
老师，你借给我们，明天我拿
一本超好看的给你看，我家里
有好多好多的书。一双闪闪发
光的眼晴盯着我，并做了一个
双手张开大大的怀抱状。我忍
住笑，把刚刚寄到的杂志全拿
出来，让他们选自己心仪的
书。他们满脸绯红，神彩飞扬，
开心极了，拿起此本又拿起那
本，每本都想拿，吱吱喳喳说
过不停，最后终于选好了各自
心头好的书，挥挥手离开了我
的办公室。

第二天，一脸佛相的小男
孩海涛果然没有失约——拿
了一本厚厚的《山海经》给我。

偶像书
“老师，我们学校的书旧

了，我们都不喜欢看了，没有
我们偶像的书。”一天，一位六
年级的女生很神秘地对我说。

“你的偶像是谁啊？”“伍美珍
啦郁雨君啦杨鹏啦肖袤啦
……”她说了一连串名字。“我
请一位你喜欢的作家到学校
来开讲座，如何？”“好啊好啊
……”她一下就跳了起来，满
脸喜悦。“真的吗？你不会讲笑
吧？”“不会，绝对不会。”

第二天，全校竟然传开
了：有作家到学校来开讲座
啦！从此，我在校园碰到学生
都会问我：老师，真的有作家
到学校开讲座吗？

4月初，我邀请了由广东
第二课堂组织的作家进校园
活动到我校开讲座，小学生偶
像作家——肖袤来了！学校沸
腾了，到处都洋溢着喜悦，同

学们拿着作家签名的书，连空
气里都飘着浓浓的书香味。

卖书
学校举行了每年一度的

校园开放日，有一个传统项目
——义卖活动。我邀请了六
（4）班 3位同学帮我卖书（我
参加了本年度第十一届广东
省“暑假读一本好书”征文比
赛活动复评书目的评委，其中
有50多本备评选的书）。我指
导他们如何定价、如何讲价、
如何沟通、注意什么问题等，
他们一边听一边点着头，好像
明白我所说的一切。

义卖的活动非常火爆，到
处都是学生和家长。我绕着义
卖场转了一圈，了解了一下整
个义卖的情况，一切良好。当
我转到帮我义卖书场时，他们
急不可待地向我诉说精彩的
卖书过程。小张说：“我卖了三
本给我最铁的同学，八折成
交，犀利吧”，满脸都是成就
感。小李说：“我向一位一年级
的家长推荐了几本拼音故事
书，她非常慷慨地买了，还向
我道谢呢，很有满足感。”小谢
却很不满地向我投诉说：“老
师，我刚才同一位家长讲好了
价钱，但她却没有按价钱给，
拿着书就走了。她还说是按讲
好的价钱付的，真是的！”……
我想不到他们会这么能干，虽
然过程不是很完美，但足予给
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足矣！

有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也有人说，书犹药也，善
读之可以医愚。我祝愿我的学
生永远以书为善，以书为陪，
以书为友，以书为豪！

书和我的学生
港口镇西街小学 林宗技

自习课，李威苦着脸对我说：“老
师，英语单词可难记了。”我的心里不由
得咯噔一下，难道我的教学方法有问
题？可我也没听其他同学反映过这样的
问题。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笑着问：

“你学习其他学科是什么情况啊？”李威
不好意思低下头：“和英语一样。”

我松了一口气，原来不是我的教学
方法有问题，而是他没有掌握记忆英语
的窍门。我笑了笑：“你肯定是没有掌握

老师讲授的记忆窍门，才会觉得英语难
背。”我马上把那段英语背诵一遍。谁
知，他不但不承认记忆有窍门，而且很
不服气地说：“老师，这本书你教过很多
次，当然会背了。”我愣住了，没想到他
会这么说。为了让他心服口服，我决定
和他“单挑”。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
找一篇我们都没有看过的英语短文，比
试比试，怎么样？”李威眼睛一亮，鼓着
个腮帮，一幅不服输的样子：“好，我们
就来比一比。”李威马上从书包里掏出
一本练习册，找到一篇短文。我拿过来
一看，确实是陌生的。我把书递给李威，
让他先背，我则负责记录时间。他背完

后是我背，他则负责记录时间。不久，比
赛结果出来了：李威用了十分钟，而且
背得很不流畅。我只用了三分钟，并且
是一气呵成。

李威愣住了，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从他的表情中，我看出他的思想已经开
始转变。我不失时机地说：“老师讲授的
方法你是没掌握吧？”“是！”他涨红了
脸，耷拉下脑袋，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不由得服输了。为了进一步引导李威发
现“记忆窍门”，我让他猜猜我是怎么记
忆的。他思索一会，竟然猜到了。我问他
是怎么猜的。李威说听我背诵的时候，
注意到我发音的轻重缓急，再结合字面

意思，自然而然就猜到。“你以后试着用
这种方法来背诵。”我鼓励李威。李威点
点头，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李威再也没有抱怨过背诵英语了，
成绩也越来越好。我知道，他深深地被
我折服了。俗话说：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教育学生的时候，应该是身教重于
言传。要求学生做到的，我们教师必须
首先做到：要求学生背诵，我们就要先
背诵；要求学生不迟到早退，我们就不
能迟到早退；要求学生文明礼貌，我们
言谈举止不可粗鲁……以身作则，我们
的人格形象就高大，学生就会对你产生
仰慕、敬重的情感。

幸福，像灿烂的阳光一样温暖着
人们；幸福，像清澈的泉水一般滋润
着人们；幸福，像温暖的春风一样清
爽着人们……幸福，其实很简单。

对于权贵来说，幸福就是拥有至
高无上的权利；对于追求奢华的人来
说，幸福就是豪车洋房；对于普通人
来说，幸福就是有着谐稳定的人际关
系，温暖的家庭……在我看来，幸福
其实很简单。

幸福是一句叮咛。上个星期天，
叮铃铃清脆的铃声一响过，我就飞奔
出去教室准备回家。狂风骤雨顿时肆
虐地鞭打着我的身体。我顿时冻得瑟
瑟发抖，糟糕，我怎么忘记带雨伞呢？

老天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下起雨来了？
我顿时在狂风大雨当中呆住了。正当
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的天空突然一
片晴朗。我抬头一看：一把宽大的雨
伞，遮住了我的头顶。“你好像很冷的
样子哦。”熟悉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响
起。我奇怪地回过头一看，我的同桌小
亮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拿来了雨伞，
贴心地遮在我的头上了。“怎么好意
思？那你怎么回家？”我情不自禁脱口
而出。“”放心啦，我爸已经来接我了，
赶快回家吧！”然后他冒着大雨匆匆地
跑走了。我心里顿时一阵暖流涌上。幸
福就是这么简单吧，有人惦记着你，有
人在你需要的时候关心你。

幸福是一个温暖的微笑。那一
天，窗外骄阳似火，生物课堂上，同学
们都认真地听着老师讲课。“你，瑀，
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王老师扫射
了一遍教室之后，用响亮的声音说
道。我心想：“完了完了，这道题目好
难，我怎么回答得了呢？”我忐忑不安
地站了起来，看着眼花缭乱的题目，
我呆若木鸡地站着。王老师这时候眼
睛温暖地展开了，充满着满满的笑
意，一张脸上写满了鼓励的眼神，她
肯定地说：“你可以的！”看着老师那
殷切的眼神，我的心放松了下来，面
对题目我坚定地回答出正确的答案。
这时，王老师再一次满意地笑了，她

的眉毛高高地扬起来，好像两片可爱
的柳叶，红润的嘴巴完全咧开来露出
了洁白的牙齿。她毫不吝啬地向我竖
起大拇指：“真棒，你是最棒的！”此
时，老师的微笑就像清澈的泉水，滋
润了我原本忐忑的心，让我平静了下
来，幸福的滋味顿时充满了心间。

幸福没有那么复杂：一句关心的
话语，一个温暖的微笑，一次鼓励的
眼神……就像吹过田野里的一阵微
风；就像冬日里一束照亮大地的暖
阳；秋天里翩翩而落的落叶点缀了自
然……它，虽然是那么的简单，但是
却又叫人如此的温暖。

指导老师：陈妙芬

萌萌 芽芽

我们班现任的英语萧炳胜老师
有趣极了。他有着一头滑稽的“地中
海”发型、透出智慧的光芒、炯炯有神
的眼睛、扁平的鼻子、大大的嘴巴，最
有特点的还是他那矮胖的身材和一
张“大饼脸”。因为那张特别的脸和谐
音的名字我们都爱叫他“萧大饼”。

关于口语
萧老师那独特的教学方法，虽然

欢乐，却总能让学生学到点什么。
“快坐好，‘萧大饼’来啦！”在门

口“值日”——放哨的同学大声提醒
着仍在教室兴奋的我们。前一秒还一
脸兴奋的我们，立即捧着英语书装模
作样地读了起来，有些同学书拿反了
也不知道，抖得把这一切尽收眼底的
班长哈哈大笑，我们却都一脸诧异地
望着她。

萧老师一脸不悦地走了进来，静
等我们读完书。阅读停止，只见他调
整 好 自 己 的 状 态 ：“Hello chil⁃
dren！”……

“大饼”突然飙出的一句英文都
让我们手足无措，“Hello teacher”反
应快的同学快速回一句。这让我们都
回过神来——我倒要看看他在玩什
么把戏。接下来，他又用英语问了一
些“你是谁”、“你来自哪里？”等问题，
我们都对答如流。“我刚刚是为了锻
炼你们的口头表达能力，现在来正式

上课！”萧老师邪恶地笑了笑，说道。
本来还玩得不亦乐乎的我们听了这
番话，就像一个个缩了气的气球，之
前的兴奋劲儿都所剩无几了。

关于拼读
英语课。我托着腮静静地发着

呆，等我回过神来，发现郑家权被拉
上了讲台，再看看萧老师那不安好心
的笑容，我笃定准是有人要倒霉了。

萧老师突然抬起郑家权的脚，大
声拼读“f-o-o-t”并在黑板上认真写
下这一单词，我们乖乖地跟着他读。
接下来，他又做了一个让我们意想不
到的举动：让郑家权躺下，自己却扯
着郑家权的脚轻轻拖动一下。看着郑
家权那大吃一惊的神情，我们忍不住
笑了起来。“哈哈哈”“咯咯咯”“嘻嘻
嘻”……萧老师等我们停下来后，眨
着眼睛，幽默地说：“这就是‘裤拉地
’，星期五的英语‘F- r- i-d- a-y’

‘Friday’！”他快速转身，手握粉笔，在
黑板上留下了他秀丽的字体。全班再
次哄堂大笑，就这样，我们又学会一
个新单词。一节课，就在这样其乐融
融的环境中度过了,也让我永远记住

“Friday”。
每节下课后，我看见萧老师大汗

淋漓地收拾着教具，阳光照在他的汗
水后，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颜色……

指导老师：吴素娴

六一儿童节时，妈妈为
了使我开心，就带我去宠物
店里，让我挑选一只宠物。我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只憨厚
的巴西龟。

回到家里，我先给鱼缸
放上假山和水草，为了给小
乌龟提供一个舒适的家，我
特意用假山泥给小乌龟做了
小床和被子。

安排好小乌龟的住所
后，我坐在吊床上，仔细地打
量着这个小家伙：它有着一
双圆溜溜的小眼睛，一张小
小的嘴巴，一个有墨绿条纹
的龟壳。它的皮肤皱巴巴的。

“那就叫你“黑黑”吧！”我笑
眯眯地说。

午饭过后，我拿着一个
香喷喷的炸鸡腿走到鱼缸
前。黑黑见了，拼命用小爪子
拍打着缸面，似乎在说：“小

主人，你怎么才来呀！我这只
食肉龟都快饿成食草龟了！”
我撕下一小块鸡肉，放进水
里，没想到，黑黑连闻都不闻
一下，瞅都不瞅一眼！我心
想：鸡腿在人间都算是美食，
在它眼里却什么也不是。我
只好从桌上拿了一只香辣炸
虾皮，送到它的嘴边，它才乖
乖地就范。

下午茶的时候，黑黑一
看见美食，就疯狂地爬上出
口，我只好把它接出水面，把
它放在我的迷你小茶桌上，
给它冲了一滴可可，可是它
觉得可可苦，我只好给它一
块桂花糕，它才安静下来。

这就是我家的小乌龟，
它陪伴着我，给我的生活带
来快乐，你喜欢吗？

指导老师：卓越博达教育
小榄校区 郭思朗

风从哪儿来
民众镇 浪网小学
五（3）唐淑玲

风儿轻轻吹
吹起我发丝
我去问爷爷
风从哪儿来
爷爷扇扇子

风儿轻轻吹
吹动我裙衫
我去问爸爸
风从哪儿来
爸爸开风扇

风儿轻轻吹
凉爽在心中
我去寻找风
风从哪儿来
风从空调出

风从哪儿来
风从祖辈的勤劳中来

风从哪儿来
风从父辈的奋斗中来

风从哪儿来
风从我们的创造中来

当您扬起嘴角的那一刻，我
感到最暖心，一切记忆犹新！

记得那天，数学试卷发下来，
一看，79分，平时成绩名列前茅的
我，一下子蒙了，像被一道闪电劈
中了一般，这是我有史以来最低
的分数！失落的心情，一直伴随着
我！手捧试卷，心里五味杂陈，“佳
骏啊，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次
考得那么差？是不是最近迷上了
游戏，无心向学了？”回家路上，我
脑海里不禁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出
您平时凶巴巴的样子，耳边一遍
又一遍地回荡着您严厉的声音。

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
到了家，把试卷递给您签名时，我
一声不吭，眼角却偷偷地瞄着您
那阴睛不定的脸，心里早已做好
了挨骂的准备时。没想到，您却只
是微微一笑，心平气和地对我说：

“佳骏啊，其实分数高低并不是那
么重要的，这只是检测你对这个
单元内容的掌握情况啊！那么，现
在你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接下来
就要加把劲，把还没有掌握好的
知识点，理解透彻啊！”接着您就
把试卷认认真真地看完并指出了
我的许多不足。“孩子，你知道吗？
这些错题，其实都是很基础的知
识点，只要你上课认真听讲课后
认真复习，加强巩固，是没理由会

错的啊！”听着您的话语，我也开
始自我反思，让我感到惊奇的是
您这回怎么就不批评我了呢？为
什么语气这么温柔呢、正当我疑
惑之时，您紧接着又从书包里拿
出各科的学习辅导一页一页地查
阅，看着您，我也暗暗地下定决
心，古人不是常有说吗？有错而改
之，善莫大焉啊！好了，距离小升
初的考试越来越近，心在哪里，成
绩就在哪里？我一定行的！加油
吧！当我再次偷偷地瞄了一下您，
只见您对我浅浅一笑，然后拍了
一拍我的肩膀就转身进了厨房
……

看着您的背影，那时的我除
了“嗯”“知道了，妈妈”外，剩下的
就只有惊讶了。心里不停地问、不
停地想，一向急性子的妈妈，今天
居然没有对我火冒三丈？声音还这
么温柔，这么动听？我陷入了深深
的沉思……嗯，我知道了，前段时
间您一直在看《如何说孩子才会
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断舍
离》，肯定是您已经学会说我最爱
听的话了！

妈妈，您知道吗？那天，您的
那份坚定的目光，一笑而过的从
容，深深地打动了我！愿您那暖心
的微笑永远留在我的心里，伴着我
成长的每一天！指导老师：徐惠萍

暑假过后，幼儿园大班的孩子马上步入小学的大门，这既让家长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
孩子即将步入小学，这是新的成长阶段；而孩子能否适应小学生活又时刻牵动着家长的心。

根据笔者在小学的教育观察，事实上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出现一些不适应是比较常
见的，而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将有助于孩子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什么是学习习惯呢？
从脑科学的角度看，它是因为形成一种稳定的记忆后产生的“自动化”行为，包括倾听
习惯、表达习惯、反馈习惯、任务意识、注意习惯等内容。如果孩子在这几个方面养成了
良好的习惯，那么学习就会更快适应。

身教重于言传
三乡镇鸦岗小学 李祥兴

幸福原来这么简单
桂山君里学校初二级 刘世瑀

难忘“这张饼”
民众镇浪网小学六（3）班吴烨彤

最美的微笑
三乡镇雍陌小学六（2）班 郑佳骏

一个“活宝”
东凤镇中心小学 黄一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