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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上上小小学学，，孩孩子子没没做做过过家家庭庭作作业业
课外习鼓13年，我做发现者与陪伴者

兴趣培养，找到成
才之路

张弛参加了英国北方皇家
音乐学院在北京的录取考试，5
分钟架子鼓盲打后，该学院业
务院长和华人教授余乐与张弛
进行了一对一谈话。之后他成
为唯一一名被现场录取的学
生。我们是普通家庭，也不是什
么艺术世家，幸运的是，张弛在
成长路上较早地发现了自我兴
趣，并经由我们的共同努力，遇
到了难得的好老师。

张弛5岁的时候，我们想让
他学习一门乐器，就带他走进
家附近的乐器店。原本想让孩
子学习钢琴，但发现他坐在钢
琴前面提不起兴趣，但一坐在
鼓前面，却敲打得有模有样，连
续去了两次都是如此，于是我
就买下了第一套鼓。发现孩子
的兴趣所在是一个过程，为了
观察他到底是否真的喜欢打
鼓，我给他报了架子鼓班，发现
孩子“爱好非常明确”，于是正
式开始了习鼓、拜师之路。

创造环境，帮扶孩
子上台阶

我们经常很盲目，或者把
自己的偏好强加给孩子。其实，
家长最缺的是对孩子的耐心观
察，而这恰恰是陪伴孩子成长
之初最需要的东西。我认为，父
母对孩子成长的作用可以概括

为 三
个词：观
察 、帮 扶 、
鼓励。

通过观察，把孩子扶上“楼
梯”，这是一个台阶，帮他找到
好的老师，又上了一个台阶。我
不是艺术圈的，一开始也很迷
茫，怎么帮孩子找到好的老师？
我想方设法通过朋友介绍。好
的老师不仅在专业水平，也在
艺术素养上对孩子帮助很大。

张弛很幸运，尤其是遇
到了薛凯老师，他是山东省
音 协 打 击 乐 专 业 委 员 会 会
长，他对学员的培养非常下
功夫，通过一件事长时间地

“磨”他们。后来，孩子们的心
理素质越来越强大。孩子练
鼓我陪伴，“陪”不是监督，是
带动，孩子看爸爸在坚持，他
自然也能坚持下来。

有人会说，现在的学校教
育还是衡量成绩，即使发现了
孩子的其他特长，与学习冲突
也很难坚持。我想说，这个时
候，家长的作用就来了，不仅要
观察孩子，还要观察环境，如果
没有适合的环境，就要主动创
造环境。

学会取舍，反而能
促进学习

由 于 每 天 晚 上 都 要 练

鼓 ，从
小 学 一 年

级开始，张弛
基本上没做过家

庭作业。学习练鼓兼顾，也让
他锻炼出合理安排时间的能
力。学习上，上课认真听讲，
回来简单复习一下，其他时
间交给练鼓，经常会练到午
夜1 2点。他的成绩在班里一
直是中游水平。有的老师也
不理解，强制他写作业，我就
与老师反复沟通，获得理解
和支持。当然也有为了准备
期末考试，先暂时放下练鼓，
全力学习的时候。

2014年，张弛获得了第
一个打击乐全国冠军，后来，
在中国鼓手大赛、全国青少
年 打 击 乐 大 赛 这 两 大 赛 事
中，获得过不同组别的金银
铜奖。这些都给了孩子很大
的信心，反而让他更加自律，
也促进了他的学习。

当然孩子也有觉得打鼓枯
燥，懈怠、想放弃的时候，我或
者严厉批评，或者鼓励，也都走
了过来。我觉得，父母如果做到
耐心观察、用心发现孩子，又能
身体力行支持他，给他创造适
合成长的环境，孩子一定会取
得一定的成绩。
口述 张维力
本报记者 徐洁 采访整理

让孩子有生生不息的成长力

父父母母不不应应把把教教育育焦焦虑虑

强强加加给给孩孩子子

最近，我看到省实验和
山师附中等名高中推荐生选
拔结果出来了，我教过的四
个孩子都考上了。我把今年
各校选拔标准转发到家长群
里，我想让大家知道，这四个
学生不是题海里泡出来的孩
子，他们的教育一直伴随着
大量的阅读，也在积极参加
各种活动。

现在，我们的学校教育
越来越重视创新思维的培
养，重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培养，重视体验式学习、拓
展式学习。应试重要吗？要我
说，应试能力仍然很重要，但
是应试能力绝对不是把孩子
送进辅导班里，机械做题得
来的。

如果我们的孩子只学到
了套用公式做题的技巧，没
有举一反三解决问题的能
力，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良
好的学习习惯，仅靠短时间
内集中培训取得一个高分，
那么孩子仍然不具备核心竞
争力。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我
们的孩子是被逼着学的，那
么离开“填鸭式”的环境，动
力在哪里？

教育的重要目标，是让
孩子自己主动地学习，在离
开学校后，仍然保持向上的
愿望与能力，保持生生不息
的成长力，从一个高度到另
一个高度。但我们的家庭教
育仍然把应试技巧看得太重
了。学校考试少了，不排名
了，家长开始寻求校外的考
试，以验证孩子学得到底怎
么样。

同时，我认为，孩子不
都是学习型的孩子。我曾
经教过一个孩子，学习不
在行，成绩也不好，但是个
头挺高，正好学校有篮球
队，我推荐他参加篮球训
练。现在，他已经入选国家
篮球队少年队。

我认为，做父母的重要
任务就是发现孩子的发展
点，为孩子创造有利于他发
展的各种条件。因此，不要把
教育的焦虑都强加于孩子，
孩子没有问题，而最需要学
习成长的恰恰是我们做父母
的。
口述 窦成华 济南市舜耕
小学教师
本报记者 徐洁 采访整理

我我们们不不报报辅辅导导班班，，却却在在家家中中建建实实验验室室
我们的双胞胎女儿从贝、

从易现在就读山东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她们都非常喜欢生物，
进入山师附中后，姐姐从贝还
入选了“全国中学生英才计
划”，选的仍然是她一直喜欢的
生物方向。我们从没给她们报
过辅导班，也没有发生过写作
业的“战争”。

在我家，姐妹俩有一间书房
兼实验室，我给她们配上显微
镜、薄片、酒精灯等生物实验器
具。初中时，她们想在家做生物
实验，我就陪她们从市场上买来
兔子、鲫鱼，一一实践着书中的

实验，并逐一形成实验报告，还
做成了一个鸽子活体标本。

姐妹俩从小就对动植物有
浓厚的兴趣，小时候家中的阳
台上种满了各种植物，她们自
己种豆芽并记录豆芽的生长，
上了学以后，她们提出来的任
何要求，都能从我们和老师那
儿得到支持，我觉得这使得她
们能一直保持并发展兴趣。

她们没有报过什么学科辅
导班，小升初衔接班都没报过。
因此，初中分班入学测试时，她
们什么都不会，所以学号都在中
游，但这不是她们的真实水平，

期中考试成绩马上就上去了。孩
子平时的表现让我们有80%的
把握认为，不报班是可以的，然
后就坚定了信心。

有的家长会问，作业写完了
吗？孩子说写完了，然后家长再给
孩子一套题。孩子刚迈出小半步，
所有精力就被榨干了，以后怎么
办？到了大学阶段，正是精力最充
沛、记忆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可孩
子厌学了，我觉得与初、高中极大
的学习压力是有关系的。

她们初三上学期的时候，
九点半准时完成作业，然后用
半个小时练英语口语，十点准

时睡觉。初
三下学期
面 临 着 中
考，她们可
能会学到十
一 点 ，这 是 没
有办法的。

我们从小学就
给她们制定学习计划，她
们执行力非常强。之前，我们
帮她们把目标制定出来，把
详尽的计划都列出来，把语
数外物化五科分成模块、区
间，用多长时间，每天做多
少，后面有一个格，完成一次

打一个钩，完成两个是一
个“十”字，完成三次是一个

“大”字。最后，如果没考好，
那就看看这个表，反映出来
为什么没考好。
口述 吕安寰
本报记者 徐洁 采访整理

我我新新闻闻
不被家庭作业束缚，不趋从报班辅导，而是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这是很多家长教育孩子的

秘诀。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类似的鲜明个例，在不同教育方式的引导下，这些孩子一样走上了
成才的道路。有经验的家长和老师这样说……

在孩子成长的过
程中，父母应该扮演
什么角色，或许每个
人的定位不尽相同。
我的定位是要做孩子
的发现者与陪伴者。
今年七月，我的儿子
张弛就要从山师附中
毕业，赴英国北方皇
家音乐学院留学，主
修架子鼓。

张维力与张弛父子

合影。 受访者供图

窦成华（中）和她的学生。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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