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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群人，9 月开学，即将从幼儿园的玩耍学习，进入正规的教学
模式，开启十几年的读书生涯。 他们带着对知识的一份憧憬与期待，即将
叩开人生第一道正式的求知大门。
对孩子来说，从幼儿园升入小学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儿，学习和
生活都会发生重大转变。如何能让孩子开心快乐地走进学校？如何让孩子
安静地听完第一节 45 分钟的课程？ 又如何让孩子放学后乖乖写作业？ 对
于“新手家长”而言，每一个问题无疑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你真的准备好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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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为
“
小学生” 孩子有点不淡定

9 月份开学， 意味着不少孩子将成为真正的小学生
了，他们的生活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色彩艳丽的玩具变
成了呆板的课桌椅， 以游戏为主的学习转变为以学习书
本知识为主……这一切的转变，对幼升小的孩子来说，都
是个不小的挑战。 由于生活习惯上的骤变以及课程的繁
重，甚至有很多孩子进入小学后出现疲劳、消瘦、害怕学
习的现象。
孩子根本不进教室，撕心裂肺地哭，这是小学语文老
师胡静眼中的入学场景。“刚开学，孩子确实会出现各种
情况，比如课上想喝水，想妈妈，想上厕所等。 ”胡静说，出
现这些“
状况”都是正常的。
“幼儿园学习没有压力，没有成绩的比较，以快乐健
康为目的。 升小学以后，老师和家长都比较注重学生考试
的分数、排名等。 ”胡静说，有的孩子聪明，但就是听不懂
老师讲课，有的孩子难以理解书本上文字的意思，有的孩
子总是会看错字、写错字、漏字甚至漏题……纠错、训斥，
导致了孩子的焦虑。
那些乖巧、 上课专心的孩子在小学一开始就受到了
老师的表扬，之后学习主动性就会提高。 而那些好动、易
兴奋的孩子不知如何控制自己的学习行为， 上课不守纪
律，随便离开座位，在受到批评后，这部分孩子就容易受
到了心理挫折， 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 在学校没有归属
感，久而久之，就可能产生厌学、逃学等心理或行为。

幼升小
你家孩子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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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读书郎，父母显得不淡定

眼看就要升小学了，面对自家的“小宝贝”，喜
悦和不放心同时伴随着不少学生家长。
“我女儿做事慢半拍，去学校会不会跟不上节
奏？ ”
“我家孩子吃饭不老实，学校里自己吃中餐，会
不会只吃一点点？ ”
“我儿子注意力只有 10 分钟，一
节课怎么坐得住啊？ ”前段时间，在市区一幼儿园门
口， 一些接孩子放学的家长聊起升小学的话题，言
辞中隐隐透出焦虑和担心。
孩子开学就读三年级的然然妈分享了自己孩
子小学入学前的经历。 距离然然开学还有半个月的
时候，就开始焦虑：“想着还有半个月他就要去上学
了，心里就难受，总感觉这么小的孩子在课堂上坐
不住，担心他被老师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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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断奶期”，老师来支招

成为小学生是孩子人生历程的重要一步。 进入
小学后，孩子的学习方式从活动教学、游戏教学变
成了静态的课堂教学，学习和生活变化比较大，“幼
升小”这一个阶段，也被称为
“
断奶期”。
对于一年级新生来说，好习惯甚至比二年级的
小学生重要。 胡静说：“
从幼儿园的轻松自由到学校
里有规矩有任务,孩子需要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任何人从无拘无束到受管制都会不习惯, 更别说不
懂事的孩子了,他们难免会产生逆反情绪,因此这个
过程需要家长和老师的通力配合, 帮助孩子顺利度
过适应期。 ”
好习惯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在生活中，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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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意识培养孩子学习习惯。 胡静建议，可以通过
给孩子讲故事培养孩子的倾听能力；和孩子一起比
赛拼图、下棋等游戏，培养孩子的注意力。 此外，教
孩子学会整理书包， 督促孩子养成正确的坐姿、握
笔姿势和书写习惯，也很有必要。
“从早上起床到路上交通时间，再到上课时间、
休息时间、活动时间、作业时间、上床睡觉时间……
小学生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环环相扣的。 ”胡静建议
各位家长， 为了适应小学较为紧张的学习生活，一
定要培养好孩子良好的时间观念，要提前调整好作
息时间。 开学前两周，安排孩子完全按上课时间起
床、吃饭和睡觉。
（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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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冯女士的爱人是个体户，自己则是一名全
职妈妈，几年来，全心全意照顾着孩子。 最近，冯女
士在和朋友微信聊天时说到：“孩子就要去上学了，
我却比她还急躁。 ”
“家长在孩子幼升小问题上存在担忧，这是正
常的。 ”胡静说，除了担心孩子的适应能力问题，包
括新的老师、新的环境、新的节奏；关心是能否在学
校遇到良师；另外，还有一些家长在孩子生活和教
育上也存在疑惑。
“每年在教室前接新生，我都能看到不少家长
是含着泪离开的。 ”胡静说。 撕心裂肺的哭声，不进
教室的孩子，含泪离开的家长，相信很多小学老师
眼中的入学场景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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