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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听了很受鼓舞，回
家之后就学以致用，先学
会和孩子交流。”学生家
长庄新全说，平时在外面
忙工作，在家和孩子交流
得少，现在孩子忙马就上
初三年级了，成绩上不
去，本来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来听课，没有想到收获
不少。

11日下午，庄新全和
孩子一起赶到会场，他是
专门请假来听课的。在几
乎都是女同志的家长区，
他一个男士格外显眼。

“现在生意很忙，很少管
家里的事情，平时和孩子
很少去交流，指责甚至呵
斥孩子多些”， 庄新全
说，一直想着暑假给孩子
报个班，辅导一下功课，
从《齐鲁晚报》看到这个
活动后，就带着孩子来
了。

“真不知道人家怎么

能教出优秀的孩子？”庄
新全发出了无奈的感叹，
他告诉记者，自从孩子上
了初中，他对孩子的学习
成绩就由之前的苦闷上
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庄先生说，儿子的
学习成绩一直不是很理
想。现在过完暑假马上
是初三，对孩子来说是
非常关键的一年，他抱
着临阵磨枪不亮也光的
想法，希望儿子能将精
力 都 放 在 学 习 上 。 为
此，夫妻俩几乎对儿子
有 求 必 应 。 可 事 与 愿
违，不管他们怎么着急
上火，儿子的成绩始终
上不去，庄先生怎么也想
不通，自己已经尽最大力
量给儿子创造优越条件，
可为什么他就是不争气？

“听完这堂课，才知
道之前激励的办法为啥
不成功。一下午的课，不

仅给孩子上了堂课，也给
家长上了一堂课”，庄先
生说，“人要不断地学习
成长，父母和孩子都要学
习，榜样的力量很重要，
别的孩子可以在找到方
向和目标后努力，我的孩
子也可以，孩子在讲座中
找到榜样，就有目标学习
了。”

在讲座现场，记者
发现，不少家长在很多
时 候 不 了 解 自 己 的 孩
子，缺乏平等的交流和
内在的沟通，多以成人
之心揣度孩子，多以成
人 之 愿 织 孩 子 之 梦 。
“很多时候看别人家的
孩子成绩优秀又懂事，
自家的孩子啥都令人生
气，其实每个孩子都有
自己独一无二的天性，
只要引导得法，一样多
才俊”，听得津津有味
的家长何红梅总结道。

赵伟志老师讲课的
过程中，不断引导孩子们
思考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继而为这个梦想努力，将
学习化被动为主动。课讲
得生动有趣，不少学生都
听得入了迷，13岁的魏子
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一
直目不转睛地听老师授
课，在中间休息时间主动
坐到妈妈的身边，谈着自
己听课的感受。

“之前我的梦想是做
个演员。”13岁的魏子钦是
文华中学的一名学生，平
时学习成绩在中等水平，
性格稍微有些内向的他
说，感觉表演挺有意思，曾
经想过将来做一名演员，

但是这个梦想也仅仅是个
“梦想”而已。“其实算不上
是梦想，也只是有点喜欢
而已。”魏子钦说，他也感
觉演员这个职业不是特别
适合他，因此并没有主动
为它做什么具体的努力，

“但是听过赵老师讲课后，
突然感觉自己已经不小
了，应该为今后打算了。回
家后我要认真地思考一下
今后我到底想干什么。”

魏子钦的妈妈文女士
专程陪儿子来听授课，自
己也受到了不少启示。“很
多赵老师提到的，都是我
没有为孩子想到的。”文女
士说，自己特别关注孩子
的学习和成长，因此没有

工作专程在家照顾儿子，
但是很多时候会感觉自己
的教育方式是存在一些问
题的。“比如说在孩子没有
兴趣的情况下强制他学
习，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
为什么而学。”文女士说，
如今反省自己对孩子的引
导还是太少了，“只有他自
己有明确目标了，学起来
才有动力”。

魏子钦说，自从放暑
假后就一直在家里学习、
练钢琴，利用这样一次机
会出来听课一方面可以

“换换脑子”休息一下，一
方面可以结合老师的引
导思考自己，树立梦想并
为之努力。

听完讲座，不少家长感慨：

“这也是给家长上了一堂课”

13岁的魏子钦听课后深有感触：

“回家后该思考下我想干什么”

“青春起航 我的梦想”大型公益活动昨日开讲

千余学子家长分享“青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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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1日讯 11

日下午，由本报联合潍
坊晚报、潍坊市中小学
生成长导航站、潍坊手
机报联合主办的“青春
起航 我的梦想”青少
年人生规划工程大型公
益活动在潍坊学院体育
馆举行，千余学生及家
长前来寻求学习发展动
力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方
式。

“青春是我想跳就
能跳，想跑就能跑，是充
满活力的”；“青春就是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青春是用来努力学习
知识，将来考上理想的
大学”……活动开始前，
在场的学子们大声畅谈
着自身对青春的理解。

在学子和家长们的
一片掌声中，性格心理

学专家、顺适教育理论
创始人赵伟志博士与北
京大学青少年领袖训练
导师孙永强亲临现场，
结合现实生活中典型的
案例,以独特的方式,深入
学生的内心世界,打动学
生的心灵,引导孩子们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支招
青少年人生发展规划。
老师们的精彩演讲将活
动推向一个个高潮。

一根塑料吸管就能
穿透一个土豆，你信吗？
在讲座现场，在学生及
家长的质疑声中，赵伟
志老师指导两名学生将
土豆穿透，引起现场掌

声一片。“塑料吸管比土
豆更硬吗？为什么你们
不相信你可以做到？结
果证明，只要你有目标，
有信心，你就一定能做
到。”赵伟志老师通过一
个简单的小实验，瞬间
帮助在场的孩子们提升
了信心。

“没有梦想就没有
希望。”1 4岁的刘家昊
说，他的梦想是做一名
汽车设计师，他家里有
很多汽车模型，从小就
喜欢汽车，也梦想着有
一天能开上自己设计的
汽车。刘家昊告诉记者，
通过听这次讲座，更加
坚定了他的人生奋斗目
标，他也一定会朝着这
个目标努力奋斗。

“孩子马上升初三
了，才有机会听这样一
堂有内容的课，如果早
几 年 听 这 堂 课 就 更 好
了，孩子会比现在更优
秀”，潍城区张虹女士
说，“我们大多数家长只
是把孩子交给老师，交
给辅导班；其实，家庭教
育 父 母 的 榜 样 格 外 重
要，家长们也需要这样
的讲座来提升自己，我
们也要在老师的指导下

做个好家长。”
记者了解到，山东

三元乳业有限公司、潍
坊隆泰食品有限公司、
潍坊三联家电、潍坊居
然之家、泰华新天地购
物中心、潍坊鹤翔安养
中心、昌邑市海兴化工
有限公司、潍坊学大教
育、潍坊市人民医院、招
商银行、中华茶博城、潍
坊移动、山东鲁鸿天然
气管网投资有限公司、
潍坊眼镜直通车等众多
爱心企业作为筑梦使者,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也将
会有选择地为孩子们提
供一次社会实践机会,让
孩子们走进工厂车间、
走近一线工人、走上街
头,感受劳动带来的快乐,

体悟人生成长,在社会实
践中汲取学习动力。

潍坊隆泰食品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刘志杰表
示，为在校学生提供社
会实践岗位，让他们在
实践中提高能力，感受
劳动带来的快乐，这是
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
任。希望这些活动能成
为孩子们展示自我、提
升自我的舞台，让他们
有所收获和成长。

现现场场听听讲讲的的学学生生们们踊踊跃跃举举手手参参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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