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一个下午，达川区仙鹤路，一个
背着书包的小男孩迟迟不回家，天快黑了
还在仙鹤路上转来转去。“期末考得不好，
怕爸爸妈妈打我……”经记者再三询问，
小男孩道出了实情。随后，记者几经周折
与家长取得联系，把小男孩平安送回家
中。

据媒体报道，小孩子因为成绩考差了
而离家出走甚至轻生自杀的案例，在不少地
方都出现过，一次次向家长敲起了警钟。然
而，有些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成绩考差了，轻
则言语辱骂，重则大打出手，不仅无法提高
孩子的学习成绩，而且对孩子的身心形成伤
害。

作为家长，到底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
孩子的考试成绩呢？

孩子成绩考差了
家长要多一些安慰

向文祥（开江县任市镇中心小学校
长）：当孩子成绩不理想时，家长应该好好
地控制情绪，心平气和地跟孩子交流。如
果孩子是因为不努力导致成绩差，家长对
其进行适当的批评教育，让其警醒是可以
的；如果孩子已经努力了，但成绩仍然不
理想，家长就应该好好鼓励他，帮助孩子

树立信心，千万不要训斥孩子，挫伤孩子
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从而让孩子对学习产
生惧怕心理，甚至自暴自弃。

叶建国（渠县天星镇第三中心小学校
长）：孩子成绩不理想，家长要认真分析原
因。如果是由于知识掌握不牢固而考差
了，则应该安慰孩子继续努力，鼓励孩子
把学习中不懂的知识弄明白。要帮孩子
找出没考好的原因，不要一味地把责任推
给孩子，要学会替孩子分担压力，相信孩
子下一次一定会有满意的成绩。

和孩子一起找原因
帮助重拾自信

练友全（大竹县第一小学副校长）：每
次考试结束，我们都要帮助孩子分析卷面
的得失情况，总结经验，扬长避短，为下一
次考试“更上一层楼”打下扎实的基础。
针对孩子粗心大意的缺点，可以举出“关
羽大意失荆州”的历史教训，让孩子明白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道理。如果孩子
班内竞争气氛很浓，我们应教育孩子以平
常心待之，每次考试应挑战自己，超越自
我，永不放弃，考出最佳水平就可以了。

白燕（大竹县石河中学教师）：孩子考
试成绩不佳，打和骂都是不能解决问题

的。孩子考试成绩不佳，更需要家长和风
细雨般的安慰与鼓励，正所谓“胜败乃是
兵家常事”，在学习上更是如此。如果孩
子考了低分，家长要给予安慰与鼓励，和
孩子一起想办法，给孩子更多的宽容和理
解。只有这样，孩子才不会对学习悲观，
对学习绝望。

同孩子一起
确定未来奋斗的目标

刘平（大竹县高明镇中心小学校长）：
每次考试后，家长应与孩子一起，通过分
析试卷，结合孩子当前的学习状态，共同分
析孩子的实际能力，从而定下一个切实可
行的奋斗目标。帮助孩子制定下一步目标
时，可以定得比孩子的实际能力高出一点，
引导孩子“跳一跳，摘果子”。

黄先弘（宣汉胡家中学校长）：孩子学
习任务重，压力大，甚至考试成绩不理想，
家长一定要理解孩子。家长要明白的是，
没有哪个孩子不想学好，成绩不理想，一
定有原因。成绩不理想，家长要和孩子一
起找原因，找到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
薄弱点，然后加以弥补，不要平时不注意，
考试结束才着急埋怨孩子。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刘礼全·

孩子成绩不佳 家长如何应对
专家：和孩子一起分析原因找到对策才是明智之举

6月30日，通川区八小召开家长会，要求父母当好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理性看待孩子的期末成绩。各班的家
长积极踊跃发言，交流教育心得。

（杜加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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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暑假生
活开始，每个同学都欢
欣鼓舞,兴奋不已。可
是,在高兴之余,千万不
要忘记,假期只是一个
休息的驿站。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假期
生活也一样，如果没有
一个明确的安排,没有
一个明确的目的，那么
整个假期就有可能过
得稀里糊涂。所以,暑
假生活要有计划,从而
过得真切而充实。

过好暑假生活，应
做到以下三点：

作 息 时 间 巧 安
排。假期最容易让人
放松,也最容易让人懒，
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
原因是时间上没有一
个合理的安排。因此，
暑假中,家长最好结合
孩子的实际,帮助孩子
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
作息计划。每天按时
起居作息,这样既能使
自己的日子过得充实,
又能过得有序。

学 习 娱 乐 两 不
误。休息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更好
学习,如果假期只是一味的放纵
娱乐,就会沉浸在这种氛围中,降
低学习兴趣,甚至到了新学期还
会有一种失落感和不适应感。所
以假期不能只娱乐不学习，要学
会统筹兼顾,科学安排,劳逸结合。

实践活动不可少。现在的孩
子，大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小皇帝”“小公主”，基本没有吃
过什么苦，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十
分差。假期，有条件的父母一定
要创造机会让孩子走向社会，比
如到农村干农活、外出旅游等，让
孩子得到一些锻炼，这对孩子的
成长是十分有益的。

总之，暑假生活是轻松的、快
乐的，但如果没有计划，则会显得
杂乱无章，一个暑假结束，发现自
己一无所获。

·王万礼·

暑
假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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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市各学校相继举行散
学典礼，标志一年一度的暑假模式开
启。如何安排好孩子们的暑假生
活？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不少家长深
感困惑。

为此，本报本期专门邀请通川区
一小校长冯正东为学生过好暑假生
活支招，希望能给家长朋友们一些启
发。

明确任务点

冯正东认为，暑假是属于孩子们
的，暑假生活究竟该怎么安排，一定要
充分考虑孩子的个性，并尊重孩子的

意愿。所以，在制定暑期计划之前，
应该召开一次小型家庭会议，和孩
子一起商议一下暑假生活究竟要干些
什么。

孩子的暑假生活越丰富越好，应
该由学习、家务、旅游、放松、探亲、运
动等内容组成。关于学习，首先是按
要求认真完成暑假作业，其次有针对
性地查漏补缺或提高计划，最后别忘
了制定一个阅读计划。家务方面，除
了孩子自己平时承担的家务，还可以
适当让孩子帮忙分担一些力所能及
的其它家务，以增强孩子的家庭责任
心。

除此之外，暑假还应该以“动”带

“静”，多安排孩子开展一些体验式活
动，比如说旅游、参观、公益等。

理清时间线

明确了任务点后，关键还要理清
时间线。如果你家的孩子自我管理
能力强，那么可以按照时间制定一个
每日规划表。如此一来，即便你去上
班了，孩子依然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什
么时间干什么事，比方说上午完成作
业、下午练习特长、晚上户外活动
等。周六、周日，父母可以适当增加
一些亲子旅游或者体验类的项目,增
进父母与孩子的感情。

如果你家的孩子自我管理能力
差，那么建议暑假的前期多玩乐，让
孩子先放松。

如果父母的时间比较灵活，孩子
的暑期安排比较多，也可以对时间点
状分割。比如说在放假的第一个月
安排半个月的学习充电，然后再安排
一个星期的旅游度假，接下来安排半
个月的宅家休闲，其间完成暑假作业，
最后安排一个星期的探亲访友。临近
开学前一个星期，督促孩子预习、复
习，并调整作息，以便为入学做准备。

把好督促关

再丰富的暑假生活，再合理的时
间规划，最终起决定因素的还是落
实。所以，在执行落实过程中，家长
需扮演铁面督促员的角色，起好监督
管理作用。当然，管理监督不等同于
管控干预，是引导孩子修炼自控力，
懂得为自己言行承担责任。

以阅读为例，若暑假计划中要求
每天晚上孩子要进行阅读，那么就要
引导孩子按部就班地执行阅读计划，
提前跟孩子约定好奖惩办法。碰到
孩子不按计划执行时，应该给出一定
的惩戒，不可姑息，以便引导孩子培
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申娟 本报记者 王万礼·

为孩子安排暑假生活重在落实
通川区一小校长冯正东为家长支招

2019 年高考成绩揭晓，大竹县石
河中学传来喜讯，今年高考再创辉煌：
重点及本科上线人数近 300 人，其中
600分以上共9人，重本上线46人，创
历史最好成绩，上本科线人数居全县
同级同类学校前列。更为可喜的是，
入校成绩为A+1、A+2的共26人，全部
上重本线；入校成绩为 B 等的上线 28
人；入校成绩为C等的上线13人，其中
涂欢同学当年以C1等级入校，今年以
550分超过重本线。

这些成绩的取得，再次见证了石
河中学创造的奇迹。然而很少有人知
道，在创造奇迹的过程中，石河中学教
育人付出的无尽艰辛。

敬业奉献 创造骄人奇迹

石河中学是一所农村高完中，各
种硬件条件有限，加上当地交通四通
八达，初中优秀的毕业生基本进入了
大竹、绵阳、重庆等地的名校里，留在
石河中学就读的学生基本上就是A+3

等级以下的学生。
面对这种现状，石河中学的老师

不愿认输、不愿败下阵来，拼不过生
源，就拼敬业奉献精神。高三年级组
从高一入校开始就根据学生中考等级
给各班制定了高考奋斗目标，给班级
分摊了任务，让各班从进校开始就肩
扛任务努力工作。

高三年级组长周显富除了及时准
确向学校领导汇报教育教学工作开展
情况和向老师们传达工作信息外，还
要督促班主任、任课教师及时完成学
校各项任务。同时，他还负责协助各
班主任开展先进班级争创工作，加强
年级学生常规管理，建立良好的年级
风气。作为班主任，他还要激发家长
的积极性，指导家长做好家庭教育，做
好家校之间的密切配合。天道酬勤，
他班上60个学生全部上本科线，60份
满意的答卷给他带来莫大欣慰。

在石河中学，还有一个创造奇迹
的高三（12）班。该班高一入校时，只
有一个B等级学生，其余全是C等，在

班主任赖真国老师的带领下，该班所
有科任老师齐心协力，用辛勤的汗水
精心培养了 6 位学生考上本科！能取
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这一群教师的
埋头苦干精神是息息相关的。

默默奉献 信守师德诚信

历年来，石河中学严格遵守上级
要求，规范收费标准，诚信办学，绝不
越雷池半步。根据国家政策要求,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课本费、学费、作业本费
全免，在学生自愿情况下，学校才统一
无偿代购达州市教育局印发的《达州
市2018-2019学年义务教育阶段教辅
材料目录》规定的教辅材料；伙食费，
由学生本人充卡打饭，据实消费；保险
费，学生自愿参保，学校只代为收费购
买。

“我校非常重视对教师有偿补课
的整治，严禁在职教师违规组织学生
有偿补课和授意所教班级学生参加其
本人或他人组织的有偿补课活动，更

不容许在职教师违规从事有偿补课，
如发现在职教师参加社会举办的各种
以升学为目的的培训班、补习班等兼
职兼课活动，或者利用职务之便动员、
诱导、暗示或强制学生在中午或下午
放学后参加在校内以辅导学生为名的
有偿补课行为，学校一经查实，将严肃
处理。”学校副校长邱松柏告诉记者，
为了保证这一规定落到实处，教师还
签订了《在职教师杜绝有偿补课承诺
书》，向家长和社会公开承诺。

据邱松柏介绍，学校早晚自习都
是由各科教师辅导，按照上级规定学
校未收取早晚自习费。自从规范津补
贴以来，学校没有给老师发放过早晚
自习补贴。为了让学生弄懂所学课
程，提高教学质量，老师们还利用课余
时间组织学生做作业、解答疑难，进行
无偿辅导。“我们学校的老师从来就是
这样，全身心投入教学，一心一意为学
生，一直都在默默奉献着。”

不计得失 潜心立德树人

“由于我们学校是寄宿制学校，住
宿生较多，除老师利用课余时间无偿
辅导外，周末、节假日学生放假则为社
会培训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段时
间里，大大小小的、集体性的个体性的
培训班涌入石河场镇，除了到处张贴宣
传单外，还在校门口与学生面对面地

‘谈判’。”学校团委副书记梁斌告诉记
者，石河中学留守学生较多，一些年轻
父母外出打工后，留下年老的爷爷婆婆
看管，他们误把一些培训机构的收费当
成了学校的收费，经常导致学生家长对
老师产生误会。

记者在石河街上看到，除了一些
有规模的培训机构租了民房做教室
外，还有不少个体补习班散落在街头
巷尾。“我们还是希望学校的老师来管
管娃儿的课外生活。有老师辅导娃儿
的学习，我们才放心啊！”问及补课，在
街上做生意的市民深有感触地说道。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中
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川
教（2019）11号文件精神，遵循‘由政府
和学校支持、家长合理分担运行成本’

的原则，我们学校结合本地实际，在征
求家长同意后，从今年春季开始试点
课后服务，得到了家长们的极力支持
和拥护。”学校副校长吕靖告诉记者，
开展课后服务工作以来，到校外培训
机构补习的学生日趋减少，个别培训
机构不但与学校争夺生源，甚至怀恨
在心，对学校进行各种形式的攻击。
面对社会上一些培训机构的污蔑，老
师们无怨无悔，没有半句抱怨。

“农村中学的老师，没有太多豪言

壮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有
的只是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有的
只是对学生的全心投入。”学校党支部
副书记陈良兰对记者说道，他们学校
的老师从不计较功名利禄和收入报
酬，也不管生源质量如何，只要学生进
入学校，老师们就有责任把他们培养
成人，直至书写出“不可能变为可能”
的传奇！

·白燕 本 报 记 者 刘礼全
摄影报道·

大竹县石河中学再次书写教育传奇

实验操作。

成人仪式。

军事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