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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传统开出新药方

好家风是孩子成长的教科书
□记者 樊雪婧

核心提示┃《向上吧，诗词》完美收官，作为“守关团”
成员的熊树星表现完美，其背后良好的家风教育，再度引
发人们的热议。

面对自家状况百出的熊孩子，家风这样的老传统能
否开出新药方？家风教育能否成为家教的一种好方式
呢？

在录制《向上吧，诗词》
前，熊树星就以惊人的诗词
储备量和完美的表现赢得东
方卫视《诗书中华》总冠军。
他曾在节目中说：“诗词可以
提升人生境界，拔高人生志
向。徜徉在诗词的世界中，任
风再大，都绕过我的灵魂。”

而引发热议的却是熊树
星的家庭教育。谈及父母的

教育，熊树星充满感激：“我
的父亲是踏实做事的木匠，
平时话不多，小时候经常给
我讲《三国演义》《水浒传》里
的故事。母亲因为小时家里
穷没有读过书，现在在做清
洁工，她经常嘱咐我要多读
书，多学习。也许正是这种
平凡朴实的品格给了我很多
力量。”

“良好的家风是一本鲜
活的教科书，能够伴随孩子
健康成长。”郑州某高校社
会学院秦教授表示，虽然没
有文本和教材，却无形地发
挥着教育功能，对孩子有潜
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家长
的言行举止影响孩子的行
为，往往能成为孩子成长的
风向标。“比如，学习型家庭
的孩子喜欢读书，勤劳型家
庭的孩子热爱劳动，和谐型
家庭的孩子注重礼貌，民主
型家庭的孩子懂得尊重。”秦

教授说。
秦教授说，《大学》中有

这样的记载：“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
天下平。”修身和齐家被摆在
相当重要的位置。家庭教育
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
且常常不只影响一代人。那
些优秀的家长，不但能把子
女教育好，而且能保证隔辈
人成才。因为他建立了好的
家风，好的家教传统。所以，
家庭教育将影响家庭的未
来，不可不慎。

“家庭教育虽然是外因，
但却对孩子成长有重要作
用。”郑州某小学班主任殷老
师坦言，目前，家庭教育现状
令人担忧。

殷老师告诉记者，孩子
的行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家
庭的耳濡目染，但家庭教育
存在很多误区。“不少家长教
孩子如何走捷径而不是脚踏
实地地学习，教孩子去讨好
老师当班干部而不是靠个人

努力，教孩子要和学习好的
同学玩而不是平等看待所有
同学。”

她说，现在孩子在小学
就攀比，谁家的房子大，谁家
的车好，谁的衣服是名牌。

“曾有学生因为家里没有车，
打车上下学。”殷老师说，家
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好的
家风会让孩子充满正能量，
坏的家风则会给孩子以负能
量。

“家风不是什么大道理，家
长做对了，孩子跟着就学会了。”
秦教授介绍说，家风教育主要在
家长，要学会从自身做起，每个
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风主题，比如
分享，比如尊重，比如爱，比如感
恩，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千篇一
律，只要适合都可以为孩子成长
塑造好的环境。同时，他也建
议，今年火起来的“家风游”也不
失为一种家教好方式。“刚刚过
去的这个国庆假期里，不少家长
没有放任孩子玩耍，也没有逼迫
孩子上补习班，而是通过‘家风
游’对孩子进行家风教育，到名
人故居、祠堂等地感悟良好传统
家风、家教，学习他们乐观向上、
积极进取的精神。”秦教授说，外
出游玩的环境相对轻松，孩子在
游玩中就能感知到好的教育。

此外，他提醒说，子女教育
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家风也不能
一蹴而就。“家长们要适时创新
家庭教育的思路，多和其他家庭
交流，放宽教育视野，从急于一
时的‘填鸭式’补课教育中走出
来，潜移默化，用家风教育滋养
孩子的成长。”

河南省青少年航模模型锦标赛总决赛举行

近700名航模选手一较高下

11 月 12 日，由河南省体育
局、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科技
厅主办，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
心、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教育体育
局、郑州市第八十三中学等单位承
办的“我爱祖国海疆”2017年度河
南省青少年航模模型锦标赛总决
赛在郑州市第八十三中学开赛。

此次航模比赛吸引了全省
27支参赛队伍、近700名选手参
加。竞赛项目分为航海模型普

及项目制作赛（个人）、航海模型
普及项目（团体）等四大类。比
赛共 24 个小项目，14 个制作类
比赛场地，5个竞赛场地。

赛场上，参赛选手们精神饱
满，认真投入。超强的动手能力
让一个个小小零件变得灵动起
来，剪刀的咔咔声、发动机的嗡
嗡声，“梦想号”“雪龙号”“东方
号”陆续成型了；一个个精彩的

“海战”让现场的观众大饱眼福，

盯着水面上的模型兴奋不已。
郑州市第八十三中学校长

刘国杰表示，在品牌学校发展道
路上，该校致力于打造科技特色
学校。借助此次承办省级赛事
的有利契机，学校科技体育特色
也将得到更大的提升。

管城区教体局党组副书记
张哲表示，要贯彻落实十九大会
议精神，努力发展管城区教育，
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冯聪慧

热议

平凡家风培养诗词冠军

现象

家庭教育频现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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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一本鲜活教科书

支招

家风游也是一种好方式

干部队伍培训 提升综合素能
11 月 11 日，为期 6 天的

郑州市中原区教育系统领导
干部南京师范大学综合素能
提升高级研修班圆满结束。
中原区教育系统正校级领导
干部共 100 余人参加了此次
培训。

几天的培训里，来自全
国各地的专家做了精彩专题
报告，从多个视角为参训学
员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大餐。
同时，参训学员还分学段分
别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新城校区、南京市拉萨路小
学、南京市第三幼儿园等学
校进行了实地参观考察，各
学校亮点纷呈的校园文化建
设、极具特色的主题活动、丰
富的校园文化生活等让学员
受益良多。

培训期间，中原区教育
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吴晓

昊充分肯定了近期中原区教
体局机关各科室、二级机构
及局属各学校所取得的工作
成绩，结合当前的教育发展
形势，系统、深入地阐释了中
原区品质教育内涵。希望大
家为加快中原教育品质提
升、打造现代化教育强区共
同努力。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是
中原区教体局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加强干部队伍培养，加快教
育品质提升的具体措施。学
员们表示，今后将紧密联系
中原区教育实际，将学习收
获转化为符合本单位实际情
况的科学决策和扎实有效的
工作举措，为加快品牌学校
创建、全面提升中原区教育
品质、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
作出贡献。记者 赵腾飞

活动预演，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11 月 12 日下午，郑州市

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本校和
南校全体校领导，对文绿南
校区进行了一次全真化、高
规格的义务教育均衡县检查
的预演工作。

在讲解员的指引下，校
长杜豫等对学校办学条件和
学校管理进行了全面、细致
的查看，书法长廊、实验室、
仪器室等各大功能室一个都
不遗漏。详细的功能室介
绍、完整的配套设施、贴心的
卡通壁画、书法笔画的点滴
浸润，彰显出文化绿城南校

区的蜕变和办学特色。
此次参观预演活动，进

一步加强了文绿南北校区的
融合和沟通，在以文化绿城
小学本校为根基的同时，全
力打造极具民族传统特色的
南校区。文化绿城小学本校
和南校也将会以此次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检查为契机，进
一步规范办学行为，不断加
强学校基础建设，加大素质
教育实施力度，全面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记者 赵
腾飞 通讯员 王钊 刘蓓

消防演练，小学生学习安全疏散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农

科路小学全体师生按计划开
展了消防逃生疏散演练。演
练开始，信号组在得到总指
挥演练命令后，立即发出报
警讯号。各班在听到逃生讯
号后，在教师的组织下，学生
迅速有序地从前后门同时跑
出教室，每人按规定的顺序
逃出教学楼，到达指定地点
集合。

据了解，此次演练取消
了以前要在门口站队的步

骤，按照一楼、二楼学生不站
队，直接从前后门疏散，其他
班级从前后门出来，不站队，
按照既定疏散路线有序从教
室内疏散到操场上，最大限
度模拟了真实情况，压缩了
疏散的时间。

近些年农科路小学按照
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每月进
行一次疏散演习，切实提高
了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安
全自救能力。记者 谭萍 通
讯员 陈姜明

小小老板，创业集市显身手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艺

术小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条
“创业集市”，那里好吃的、好
喝的、好玩的一应俱全。原
来，这是学生们在进行《发现
商业的秘密》综合实践活动。

据了解，这是一个多学
科融合、跨年级参与的研究
性学习项目。综合组的老师
组成创业导师团，为孩子们
做创业指导；美术组的老师
指导“小老板”设计店铺，制
作宣传海报；数学老师指导

六年级的卖家制作对账单，
指导二至五年级的买家制作
自己的购物清单；后勤组的
老师们协助“小老板”完成市
场环境布置。于是，股份制
公司、雇佣制企业、合作式企
业、单打独斗式店铺陆续诞
生。在这样一个逼真的模拟
环境中，孩子们充分发挥自
己的聪明才智，利用各种办
法吸引顾客，综合能力得到
锻炼。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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