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漯河，无人机竞速仍是
十分小众的运动，与国外有着
较大的差距，但贾乘一用他的
努力向我们展示了无人机竞速
的魅力。三年多来，他一步一
个脚印苦练基本功，终于在今
年连续取得《河南省运动会中
学组直升飞机障碍赛冠军》《全
国机器人大赛中学组无人机冠
军》《河南省科技体育竞赛中学
组直升机障碍赛冠军》。

在学习中，贾乘一时常用

一句话鼓励自己，那就是“相
信自己，我能行”。

在穿越机练习中，由于这
个项目在飞行中速度非常快，
还要避让障碍物，要求操控技
术非常高，不容易成功，随时会
出现摔机、炸机（摔坏）的现象。

但贾乘一仍然勇于挑战，
屡败屡战，给自己信心，操控技
术逐步得到提高，一次次刷新
纪录，后期的操控越来越好，受
到航模班老师的多次表扬，也

让他越来越信心十足。
“从小学到中学，不仅是

年龄的增长，更多的是心智的
成熟。今年暑假参加河南省运
动会航空航天模型分赛时，他
第一轮出现了失误，成绩落后
并没有气馁，而是迅速调整心
态投入第二轮比赛，最后以优
异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表现出
一个竞技型运动员的良好素质
和扎实的专业基础。”贾乘一
的辅导老师芦荣华说。

相信自己一定能行

不仅尊重孩子的兴趣爱
好，郭春芳也着重从小培养孩
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从幼儿园
开始，郭春芳就喜欢给孩子读
书，上了小学以后，老师推荐
的报纸及杂志，郭春芳都会买
回来，不仅让孩子阅读，自己
也会和孩子一起学习。

贾乘一今年上初三，成绩
优异、个性活泼、动手能力也
强，很受同学及老师的喜欢。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郭
春芳和贾乘一的关系非常融
洽，从学习到兴趣爱好，贾乘
一都愿意跟妈妈沟通。

“和孩子相处，我更愿意
做他的朋友，尊重孩子的想法，
和他多沟通，不管是在生活中
还是在学习上，都不能心急，要
让自己慢下来。”郭春芳说。

在贾乘一的成长过程中，
郭春芳也在一步步学会放手。
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
充裕，下午放学写完作业，郭
春芳就会把孩子“赶”出去，
让他和小朋友一起玩。

她鼓励贾乘一和同学一起
看电影、一起聚餐、一起踢足
球，“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性
格，让他出去接触不同的朋

友，对他自身就是一种锻炼，
所以，孩子完成当天的作业
后 ， 我 更 愿 意 让 孩 子 出 去
玩，在玩的过程中学会如何与
人相处，这样才能适应这个社
会。”

明年贾乘一就要中考了，
成绩有时不太稳定，郭春芳不
仅不着急，还不停地鼓励孩
子，“孩子成绩下滑，如果我
再责备，岂不是让他更有压
力，所以我不能着急，要让他
自己总结成绩下滑的原因，哪
些题目不会，老师在讲解的时
候他自然会用心听讲。”

教育孩子切忌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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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开始接触
无人机竞速，到如今在
各大赛事中崭露头角，
贾乘一只用了 3 年时
间。这三年中，他参加
过大大小小的比赛几十
场，今年7月还在青少
年机器人世界杯中国公
开赛中拿到了全国冠
军。不仅如此，贾乘一
的学习成绩在班级也是
名列前茅。12 月 6 日，
记者采访了贾乘一和他
的妈妈郭春芳。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
中，您有哪些真实的感悟
或体会，都可以用文字的
形式记录下来，联系我
们 。 来 稿 请 发 至 邮 箱
276339389@qq.com

14岁少年，在全国青少年机器人大赛中夺冠

贾乘一：这些都是兴趣使然
育儿宝典

亲子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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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已经14岁，虽然一
直 没 有 领 到 “ 好 妈 妈 合 格
证，”但是，自从生下老二，
又一次当上妈妈，就意味着自
己不再是新手妈妈了。回首这
一年多的育儿之路，烦恼与幸
福同在，艰辛与收获并存。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育儿之路也
是修行之路，它让我在陪伴孩
子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更加
成熟与稳重。

那天晚饭后，我带着二儿
子在客厅里玩耍。玩着玩着，
他看到了角落里的垃圾斗，跑
过去拿起它扔了出来。铁皮垃
圾斗刀刃一样的前口不偏不倚
猛地击中我的后脚跟，疼得我
顷刻间跳了起来。情绪失控的
我拾起垃圾斗，狠狠地扔了出
去。垃圾斗着地时那尖利、
刺耳的声音，还有我暴跳如
雷的吼叫声猝不及防地把他
包围。顿时，他吓得失声大
哭起来。看到他大张的小嘴
和满脸委屈的泪水，我立刻
强烈地感到后悔了：他还这
样小，而他最亲爱的妈妈，
在那一刻，突然失去了理智，
那发疯一样的举动一定可怕极
了……拥他入怀，我一句接一
句地向他解释着、安慰着。虽
然我不确定他是否听得懂，但
我必须认真地向他表达我的歉

意。我心疼地看着他，他脸上
的泪痕还未消失，就已经绽开
了花儿一样的笑容，刚才的恐
惧与伤心好像荡然无存了。面
对怀里的孩子，一声“对不
起”显得多么苍白无力，那么
就让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慢慢
地用更多的爱来弥补此刻的失
控吧！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没有
吃着奶睡觉，而是在我轻柔的
抚摸中慢慢地睡着了。胡适曾
在 《我的母亲》 里提到：“世
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
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
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
骂还难受。”其实，和颜悦
色，是深爱的外在表现。真正
有教养的人，是把好的情绪和
态度留给最爱的人。从这一点
来看，我离好妈妈的标准还有
很远的距离。

我渐渐明白了，在孩子面
前的每一次不淡定，都是修行
不够的结果。育儿之路，其实
也是修行的路，我们都应该在
养孩子的过程中学会慢慢修
行。

育儿是一场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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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抬四翻六会坐，七滚八
爬周会走”，这句俗语说的就是
一岁以内的孩子大动作的发育
规律。不过，很多妈妈对于宝
宝学走路都比较心急，在宝宝
七八个月就早早地买了学步
车，让宝宝学习走路。还常用
两手支撑着婴儿两侧腋窝，助
力向上，使之反复做“跳跃运
动”，但您是否知道，宝宝学走
路，是不能操之过急的。

儿童康复科专家说，儿童1
岁至1岁半学会走路，都算是正
常的。如果违背了这一规律，过
早地让孩子学站立、行走，很有
可能使宝宝的腿变成“X”形或

“O”形腿。不仅影响到宝宝以
后的形体健美，也不利于宝宝的
正常生长发育。

宝宝的营养要全面、均
衡，当宝宝长到2至3个月后，
要多带宝宝到户外晒太阳，并
在医生的指导下添加适量的钙
剂和鱼肝油，使宝宝的骨骼长
得更加健康。

在 6 个月以前，要让孩子
学会抬头、翻身，到了 8 个月
左右，让他学爬行。爬行能够
让宝宝全身各系统都达到协调
的效果，既能让身体得到锻
炼，又可以改善大脑和心脏的
血液循环，减轻腹肌及脊柱的
负担。到了10个月的时候，再
让宝宝学着扶物从蹲到站立，
并慢慢掌握站立的平衡。

当宝宝扶着东西能够站起
来后，就要开始教宝宝学走路
了，这时家长可以蹲在宝宝面
前，伸出双手拉他手臂至与肩
同高的位置，然后鼓励宝宝慢
慢向前迈步，让他充分体验脚
踏实地的感觉。

当宝宝逐渐对身体能平衡
控制，只需用一点点外力就能
往前走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可
以在距离宝宝一米左右的地
方，用他喜欢的玩具去引逗他
向前迈步，训练几次后，宝宝
就能大胆地独立行走了。

据《羊城晚报》

宝宝学走路 父母莫贪早

贾乘一在比赛中留影贾乘一在比赛中留影。。

提起贾乘一喜欢“无人
机”这个爱好，贾乘一的妈妈
郭春芳觉得，兴趣就是最好的
老师，“如果真的对某件事情
感兴趣，就会全身心地投入，
还会指引你坚持到底。”郭春
芳说。

以前，贾乘一接触过围
棋、绘画和足球，但后来发现
并不喜欢，但郭春芳并不强迫
孩子，她觉得孩子还没遇到自
己真正喜欢的兴趣。上小学 6
年级时，贾乘一无意间看到老
师和学生制作的飞机模型，就

产生了兴趣。
“ 看 到 那 么 多 的 飞 机 模

型，我就想，如果我也能让这
些飞机在空中飞起来该多好。
从那年的暑假开始，我就开始
学习航模知识和航模操作技
术。”贾乘一告诉记者。

贾乘一说，对于航模爱好
者来说，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
航模，不仅要有熟练的操控技
巧，还要自己动手制作。从开
始学习制作木制飞机，到制作
可以遥控的纸飞机，每一个进
步都让自己欣喜若狂。

“ 制 作 出 第 一 个 木 飞 机
时，他很兴奋，也更有动力
了，能看得出他是真的很喜
欢，我也很支持他。”郭春芳
说。

而对于贾乘一来说，在
DIY 飞行器，组装、调配，第一
视角操控无人机飞行的整个过
程中，他都乐在其中。但最让
他享受的是自己操控着无人机
在空中飞行。“飞行速度非常
快，时速达到 100多公里时，能
够体验到飞行的刺激感。”贾乘
一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