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我市小学生
康佳馨获得河南省2018
年第一批“新时代好少
年”称号。这个10岁小
女孩，不仅学习成绩在
班级名列前茅，还学习
了音乐、播音主持等才
艺。同时，她也是一名
志愿者，课余时间经常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近
日，记者采访了康佳馨的
爸爸康林生和老师张晓
航，听他们讲述“新时代
好少年”是如何养成的。

5月22日，市文明办未成
年人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
年，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
妇联等部门联合在全省未成年
人中组织开展“新时代好少
年”学习宣传活动。近日，经
过共同审核评议，从各省辖市
推荐的 34 人中，选出 11 名学
生作为河南省 2018 年第一批

“新时代好少年”，其中，来自
我市的小学生康佳馨成为11人

中的一员。
今年10岁的康佳馨是市实

验小学四年级的一名学生。为
什么这个小女孩能脱颖而出，
荣获“新时代好少年”的称
号？5月22日，在位于黄山路
一小区康佳馨家里，记者采访
了康佳馨和她的爸爸康林生。
长相甜美，整齐的刘海下一双
大眼睛充满灵气，谈吐大方、
自信，这就是康佳馨给记者的

第一印象。
上幼儿园时，康佳馨就开

始学习播音主持，上小学后，
又去学了音乐。课余时间，她
还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活动。
在我市一个知名广播栏目里担
任特约小主持人，经常到社区
参加垃圾清扫等志愿活动。这
并没有影响她的学习成绩，基
本上每次考试，康佳馨的成绩
在班级都是名列前茅。

全面发展 荣获省“新时代好少年”

康佳馨的班主任张晓航告
诉记者，康佳馨每天的作业都
完成得非常好，学习成绩优
异，在班里一直保持前几名，
这也离不开家长的付出。对
此，康林生表示，在学习方面，
他对女儿的要求是认真对待作
业，多读书。他和爱人采取分
工协作的方式管理孩子的学

习，他负责数学，孩子的妈妈
负责语文。分工辅导作业，写
完作业后，分工检查作业。如
果作业写得不认真，就会撕掉
让她重做。当天在学校学习
的知识点，回家必须掌握。如
果掌握不好，除了完成老师布
置的作业，再做一些相关练
习。

“小学阶段，重点是培养
良好的学习习惯，好的习惯
一旦养成，成绩自然而然就提
高了。”康林生说，在学习
上，他认为，孩子做得好要表
扬，做错了就要批评。不能舍
不得批评孩子，因为批评能让
她记忆深刻，长大以后也更容
易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

软硬兼施 批评鼓励都要有

康佳馨从 5 岁开始学习播
音主持，一直坚持到现在。上
三年级时，老师发现她很有
歌唱天赋，她自己也喜欢唱
歌，康林生就送她学习音乐。
刚接触英语课时，成绩有点不
太理想，康佳馨有点害怕，没
有自信。康林生耐心地跟女儿

沟通后，给她报了英语辅导
班。现在，她的英语成绩提高
不少，对英语的学习也更有兴
趣了。

“除了音乐和播音主持，
我还想学画画，因为我特别喜
欢画画。但是，爸爸说如果再
报一个绘画班，周末的时间就

太紧张。所以，暂时还没有
学，等以后有机会再学吧！”
康佳馨说。

“兴趣班基本上都是她自
己选的，多和孩子沟通，发现
孩子的兴趣所在，学之前跟孩
子沟通好，一旦学了就要坚持
下去。”康林生说。

注重沟通 尊重孩子的爱好

除了抓学习、培养才艺，
康林生认为，对孩子爱心、悲
悯心的教育也很重要。康佳馨
是市慈善总会的注册志愿者，
平时经常参加学校及公益团队
组织的志愿活动。近两年来，
她多次在学校组织的“和聋哑
学校及贫困山区的同学们手拉
手”活动中，送去自己精心挑

选的课外书和文具，也经常在
父母和老师的带领下，上街擦
洗交通护栏，捡拾公共场所的
垃圾，清理墙壁上的小广告。
只要学校组织“小小交通指挥
员 ”的 活 动 ，她 就 会 踊 跃 报
名，走上街头，做交通疏导小
志愿者。“我喜欢参加志愿活
动，去清理垃圾时，看着地面干

净了，感觉很有成就感。”谈到
参加公益活动，康佳馨兴奋地
说。

“通过做这些小事，康佳馨
逐渐养成了帮助别人，体谅他
人的性格。”康林生说，他认
为，这些志愿活动，不仅能完
善孩子的个性，还能帮助孩子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做志愿者 引导孩子奉献爱心

本地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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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成长的过程
中，您有哪些真实的感
悟或体会，都可以文字
的形式记录下来，联系
我们。来稿请发至邮箱
276339389@qq.com

“新时代好少年”养成记
良好的家庭教育让她学习好、懂才艺、有爱心

亲子课堂

亲子笔记

□□贾鹤

成长中的孩子像万花筒，
时时给你惊喜。昨晚临睡前我
念唐诗，女儿自顾自地看学前
班时的绘本，我连读了几遍綦
毋潜的《春泛若耶溪》。

幽意无断绝，此去随所偶。
晚风吹行舟，花路入溪口。
际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
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
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
念过几遍后，我随意问

她，你觉得这首诗哪句最好？
她又让我念了一遍，说：

“妈妈，我觉得最后一句最好
听”。

“是‘愿为持竿叟’这句
吗？”她肯定地点点头。

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有
意引导她：“‘晚风吹行舟，
花路入溪口’对仗工整，念起
来更有画面感，这句不好吗？”

她说：“这句也很好，但

我更喜欢‘愿为持竿叟’，因
为这句听起来很有勇气。”

“哦，这样啊！”我短暂表
示了惊讶，最直观的感叹是：
她教我认识另一种观点，进和
退都是需要勇气的。一首诗从
铺垫到过度，从融情于景到直
抒胸臆，落脚处才是心之根
本。

有时候读诗，我很愿意询
问孩子的看法，因为用她不谙
世事的直觉，可以让我领会成
人世界忽略或已退化的本真。

表面看我在教她，其实我
从她身上学到得更多。

孩子，请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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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晓晓

当孩子在一起玩耍时，难
免会争抢玩具，多半占优势的
一方 会 拿 走 玩 具 ，另 一 个 则
会 大 哭 ，这 让 很 多 家 长 都 感
到 头 疼 。 然 而 ，最 近 市 民 李
女士给本报打来热线称，由于
两个孩子争抢滑梯，孩子双方
的家长竟然动了手。

5 月 18 日上午，李女士带
孩子在游乐场内玩滑梯，由于
孩子较多，滑梯前有几个孩子
在排队。“这时，有一位老人
带着一岁多的孩子在排队，另
一名家长则带着两岁多的孩子
排在前面，两个孩子都趁家长
不注意爬到了滑梯前争抢起
来。此时，老人可能是不小心
碰了两岁的孩子一下，孩子从
滑梯上掉了下去，两个家长也
为此动了手。”李女士说。

由于现场的家长比较多，
一看到双方家长一气之下动了
手 ， 不 少 家 长 都 过 来 劝 解 。

“都是带孩子出来玩的，没想
到为了玩还动了手，孩子哭闹
几声，作为家长虽然心疼，但
应该有起码的理智，就赶紧把
她俩劝开了。”李女士说。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
有不少家长对于孩子之间争抢
玩具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市
民张思佳也有类似的困惑，她
的孩子今年 3 岁，和小区内的
孩子一起玩时，经常也会遇到
争抢玩具的情况。

“之前孩子和小朋友争抢
玩具，我总是教育孩子要先人
后己，每次都要孩子主动把玩
具让出来，时间一长，发现孩
子有点不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
了，更别提一起玩玩具了，我
也很困惑。”张思佳说。

漯河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秘
书长王珂表示，家长这样的行
为对孩子的影响特别不好，因
为孩子是父母的影子，父母对
问题的处理方式会影响到孩
子。如果父母尊重别人，积极
处理矛盾，懂得为别人思考，
并真诚承认自己的错误，孩子
就会学习家长，认真、冷静地
处理问题。

“教育孩子的环境很重要，
如果家长的素质高，孩子也会
懂得谦让，更也不会出现吵架
甚至打架的情况。”王珂说。

同时，王珂针对家长如何
教育孩子分享玩具给出了一些
建议，比如，家长在带孩子出
门前可以告诉孩子：“今天咱
们出去玩，如果别的小朋友想
玩你的玩具，要主动和他分
享，不要说不行，那样会失去
这个好朋友。只要你能主动分
享，就会交到更多的好朋友。
如果你能做到，妈妈以后还会
带 你 出 去 玩 ！” 孩 子 小 的 时
候，需要家长的引导，如果之
前做足了准备功课，一般不会
出现抢玩具的情况。如果孩子
忘了，再提示一下，相信孩子
能做到礼让和守约。

孩子争抢玩具 家长如何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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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康佳馨阳光自信。
←康佳馨在录音棚里练习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