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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意志力培养刻不容缓
□ 区教育研训中心 陈宏辉
“超短”的学期即将结束，在这个
学期中，家长和老师都经历了一次非
常的
“教育之旅”
。学生在经历了长时
间的居家生活和学习，改变非常大，
心理问题频发，甚至有些成为了“易
碎品”，出现了自残等极端事件，这给
学校和家庭提出了新的教育命题。笔
者认为，如果把问题的症结都归结为
长时间居家，那么我们可能只是看到
了表象，深究其因，其实更应归为学
生的意志力缺失。
意志力是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
是指一个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
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
各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品质。凯
利·麦格尼格尔在《自控力》一书中提
到：所谓意志力，就是控制自己的注
意力、情绪和欲望的能力。意志力是
人格中的重要组成因素，人们要获得
成功必须要有意志力作保证。孟子有
语：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
心 志 ，劳其 筋 骨，饿其 体肤，空乏 其
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
益其所不能。”这段话生动地阐述了
意志力的重要性。
但反观我们当前的很大一部分孩
子，非常“脆弱”
，一遇挫折，就无所适
从，进而接近崩溃。人生是一场马拉
松，道路必定坎坷，家长和学校应一
起携手，切实关注孩子的意志力培
养，为孩子的未来发展找到成长动力
源，
搭起成长支力架。
首先，要把“以孩子发展为中心”
的认识真正落实到位。由于独生子女
和生活条件改善等原因，现在不少家
庭陷入了“以孩子为中心”的培养模
式，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孩子没
有任何责任体验；因为父母包办，孩
子生活中没有任何的不顺心，所以只
要一遇到问题就会苦恼、失落、沮丧，
这种孩子的意志力很低，很容易产生
心理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分数中
心论”，因受当前教育评价的局限，部
分家长和学校都把孩子的考试分数
视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学习和考试
成了学生唯一可以获得成功感的事
情。在这种不断强化的
“分数为上”
的
意识支配下，学生长期居家学习后，
产生回校怕落后、怕考不好，从而导
致心理问题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决不

能把孩子的学习作为孩子发展的全
部，而应给孩子树立正确的成长观，
孩子的劳动能力、处事能力、合作能
力等非智力因素可能使孩子将来更
具有竞争力。同时，家长和学校要充
分重视意志力在孩子今后发展中的
作用。罗伊斯这样说：
“从某种意义上
说，意志力通常是指我们全部的精神
生活，而正是这种精神生活在引导着
我们行为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应
该把学生的意志力培养作为重要的
教育目的。家长和学校要在平时的学
习和生活中有意识的创设机会，开设
课程，引导强化，不断提升孩子意志
力水平。
其次，要丰富手段，科学提高孩
子的意志力水平。第一，要制订合理
明确的目标。没有目标就没有发展的
动力。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设立可视
的每日小目标，目标越具体越有助于
操作监督，越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坚持
性，也越容易培养孩子的做事意志
力。第二，
要延缓孩子的满足感。等待
就是一种磨练，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
等待是一种高效的磨练。孩子的物质
要求需要适时给与满足，家长应更多
赋予孩子坚持行动的机会，以此来延
缓孩子的满足，同时也提升孩子行动
过程中的意志力水平。第三，增加必
要的劳动实践。体力劳动实践是非常
好的锻炼意志力的方法，对劳动环境
的克服、对自身体能的挑战、对劳动
任务的挑战等都是直接训练意志力
的好机会。只是目前很多孩子缺乏实
践的机会和场地，现在连在农村的大
部分孩子家长也很少让他们劳动，这
是非常不应该的。所以家长和学校一
定要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劳动教
育的精神进行坚决贯彻，切实加强对
孩子的劳动教育。第四，培养良好的
体育锻炼习惯。体育锻炼也是非常好
的锻炼意志力的手段。它与劳动实践
一样，在自身体能挑战、体育任务挑
战等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证
明，有较好体育锻炼习惯的学生，就
显得学习和办事有毅力，心理疾病也
少。
孩子意志力培养，应成为家长和
学校的一项紧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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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鸟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低谷和高峰，
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常会不由得觉得自
己一无所有，在高峰的时候我们则会觉
得自己似乎拥有了全世界。当我们失落
的时候，请不要忘记除了那些遥不可及
的梦想之外，除了那些我们似乎很难得
到的东西以外，我们还有一颗自己的坚
韧的心。
—题记
你有尝试过从云端坠入谷底的感
觉吗？对于当时年少的我来说，这只是
一句感慨而已。但当我真真切切地体会
到时，才知道其中的滋味……
想着小学，拿到好成绩是多么的简
单，学习全看心情，考上一所好一点的
中学，也只是多做了一些卷子，事情仿
佛都如此毫不费力，
不动声色。初中，
第
一个学期，第一次月考，想象中是和以
前一样的姿态去领成绩单，但是，我不
敢相信，我的试卷上第一次布满了刺眼
的红叉。大脑一片空白，当年级排名下
来的时候，我了解到学校学生的总人
数。“倚栏对月望无言，细水合声掩暗
弦”地听老师讲解卷子，失了魂似地回
到寝室，拨通座机，一声“喂”，我的泪水
就止不住地往下落，一句话也不说，抱
着电话哭了半小时，两个又红又肿的桃
子挂在鼻梁两旁。身上的泪痕仿佛在嘲
笑着我的懦弱。
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周，黑眼圈

指导老师
章菊英

重重的，
都可以与国宝相媲美。周末，
没
有心情做作业，于是拿起 MP3，听到了
《青鸟》这首歌时，突然醒悟：每个人都
有挫折，关键是你如何去面对它，我不
想要一张满是红叉的试卷，
不想！
光是嘴上说说不行，于是我开始戒
掉手机，
专心地去学习。同学叫出去玩，
不去；父母旅游，不去。每天的两点一
线。在期中考试前，我罗列了一系列的
学习方法，白天老师讲的知识点，到晚
上全部复习一遍，来不及，便晚上窝在
被窝里复习。虽然成绩依然上起下落，
但在考试前多了一份踏实。我不是特别
的聪明，但我会去用我的努力来填补大
脑的空白。学习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学
着学着，也会烦躁，也会很累，但我每当
这个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说：努力一
点，你就到了。但它也不是一个不懂子
衿的公子，学习它有时候也会带给我非
同一般的满足。百思不解的题目，也许
只需要你吃下一口薯片；在散步时，也
许只需一眼，就可以有一系列的计算公
式；在别人眼中平淡无奇的一篇文章，
却可以恰到好处地拨动你的心弦。深有
感触时，我体会到了无比的快乐。随着
成绩的慢慢上升，我也发现了自己的进
步。我喜欢上了这种感觉，不，
我享受这
种感觉！
坐在考场上，十分安稳，我知道自
己已经认真地复习了，我不会害怕，我
也不需要感到胆怯，心情也无比地轻

松。成绩什么的，早已经不重要了，
我已
经收下了学习它送给我的礼 物——
—别
人学习时所没有的快乐。正如青鸟中所
唱的“展翅高飞之间，便能到达梦的终
点”
。
记得姐姐说过，
“好不容易上次 QQ
却忘记了密码，进行问题验证：你的梦
想是什么？我填了钱，
车子，房子，
工作，
却始终都是错误的。”我不知道未来会
有怎样大的磨难，也许我会面临挫折，
迷失自己，但至少，我有过梦想，我坚持
过也努力过。也许以后我会成为第二个
“姐姐”
，但我一定会记得这时的那份坚
韧。
活着，本身就有意义。如何让自己
的人生变得有声有色，则是取决于你自
己。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逾越苦难和
超越自己的过程中收获了我们许多意
想不到的惊喜吧！
（此文获得省级二等奖）

我的最爱

绎

石镜小学
六（2）班
徐诗诺

3

一个人最爱的，往往是最平凡的。
清晨，我拉开帘子，几缕明媚的阳光
穿过窗户跑了进来。穿过玻璃的时候散
射出一圈圈灿烂的金光，平凡的一天就
在阳光的照耀下开始了。
我伸了伸懒腰，唤醒自己的身体，然
后转身去房间内的卫生间洗漱。卫生间
朝北，平时阳光根本不能直射进来，加上
周围的几栋房子把光线挡得死死的，所
以我每一次进卫生间都必须开灯。今天
注定不平凡，
情况变了，
我居然看见一缕
阳光在洗手台上忽明忽暗地晃动，可能
是从对面谁家的玻璃窗上反射进来的。
它像一个姑娘，害羞极了，
不肯多冒出一
点头来；
又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有点胆怯
又安静不下来，总在那跳跃着、颤抖着；
又像一个负有远大理想的少年，那颗炽
热的心随时都想喷薄而出。

就因为这缕本不该在那里的阳光，
我的心境和周围的世界好像也一下子改
变了。窗外小市场里近似噪音的吆喝声
都变得不那么讨厌了，甚至有一点点悦
耳。再远处，
早起的农民伯伯都已经齐刷
刷的下地耕耘。小路边的野花上粘着晶
莹剔透的晨露保持着最美的微笑，远远
地注视着劳作的人们；
小草也昂首挺胸，
随着早晨的微风轻轻摇摆着；就连小溪
也像一个音乐家在拼命地弹奏着，甚至
不管有没有人听得到。这一切的一切，
我
忽然觉得这像极了平时的我们。我的大
部分同学以后都不太可能成名成家，不
能成为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大部分注
定只能成为路边的野花、小草或是只闻
其声不见其人的小溪，但我们每一个现
在都依然坚持不停地学习，不敢有丝毫
的放弃，
明知不能人人都能名列前茅，但

依然坚定着，只是为了心中那一个时有
时无的理想。也许，
算是初心吧？
至此，
我心情大好。洗漱完毕，回到
房间的窗子前，拿起一本书坐到飘窗前
准备看看书。这时，阳光又静静地贴上
来，
包裹着我，
温柔极了。它像极了一个
乖宝宝，不想打扰正在看书的我，只是轻
轻地趴在我的大腿上，探头看我膝盖上
的书本。可能它也和我一样，
被书本上的
知识吸引，不小心就和书页上图文融合
在了一起，
浸透在书本的字里行间。
阳光就是这样，会洒在每一个人的
身上。不管你身价亿万还是一介平民，
哪
怕你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也有它的陪伴。
它就是这么大公无私，永远会在你身后，
永远。所以阳光是我的最爱，
它是最平凡
的。它能赶跑黑暗带来光明，
是孤独的解
药，
而且还不苦，
很甜……

雨中人
味 道
绎

颊口小学
六（2）班
方杭铭

指导老师
邵雪青

味道有很多种，酸、甜、苦、辣、咸……提起味道，我想
到的是我的好同学。
他最先让我感到的是甜。和他在一起，
我常常感到开
心。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每次拍照都会摆一些奇怪的动
作。在校园里，
看到人家在拍照，
他便跑过去蹭镜头，
有时
还拉着我一起去。他在学习上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粗心。
语文作业，他老写错别字；数学课上抄错数字；英语本上，
写错字母。他的花样错误常常让我们捧腹大笑。因为总写
错字，语文老师称呼他
“错别字王子”
，
他还红着脸傻笑。
他也会让我感到酸。我们都很喜欢踢足球，在体育课
上也经常进行足球赛。每一次进攻时，
他都能灵活地闪过
对手，但我在运球时总感到紧张，没有他那么自如，运送
到半路就会被对手抢断。每次见到他潇洒进球，
我会感到
不甘心，
有点酸溜溜的，
心想：
如果是我进球该多好啊！
当然，他也会让我感到辣。教他做题时，我怎么讲解
他都听不懂，
还经常反驳我，
惹我生气。每次我生气时，都
想把他搓成个球踢出去。那道行船问题的应用题，
逆水速
度顺水速度和船速的关系已经讲过好几遍了。先根据甲
船求水速，再根据水速求出乙船顺水速度，最后求出乙船
行船时间。遇到类似题目他仍然傻傻搞不清楚，
还跟我强
词夺理、
面红耳赤的，
搞得我也面红耳赤的。
……
就是这样一个同学，让我感受到了各种味道，而正是
这些味道让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绎

博世凯
实验小学
四（4）班
程韵熹

（一）
傍晚时分，
天气骤变。
呼呼作响的风挟裹着雨点，不由分
说地拍打着玻璃、树枝、街上一张又一
张陌生的脸庞……行人的脚步似乎更匆
匆了，车辆也急于穿梭在车流中，时不
时传来几声急促的喇叭声让人心慌意
乱。
此时，老妈正准备带我去书法兴趣
班，进行每周一次的书法熏陶。见此情
景，老妈麻利从后座上拿下“超长版”母
子雨披麻利地给我套上。霎时，
被风吹得
歪歪斜斜的雨线，
不见了，
只听得吧嗒吧
嗒的雨滴砸在雨披上，
此起彼伏，肆虐跳
动，
令人不禁打起了深深的寒颤！
（二）
“吱啦 ------”
一道声音划破嘈杂的上空，不偏不
倚地刺入了我的耳膜。
前后不过三秒，我被重重地摔在了
马路上，老妈与车则掉了个头摔在了马
路对面。惊慌之中，我赶紧跑过去扶起被
电瓶车狠狠压着的老妈。
“老妈？怎么回事？刹车失灵了？”

“没有呀！”
“嗯？”
“哎呀，不好了，原来是雨衣被卷进
了后车轮里！”
“难怪，罪魁祸首在此。”
风呼呼作响，地上沾满了被风吹落的
树叶；雨簌簌地落，汽车疾驰而过，偶尔
溅起浑浊的水花散落在狼狈不堪的娘俩
身旁。
“怎么办？上课快迟到了？手机也没
有带呀！”
“来，我们两个努努力，把卷进去的
雨衣拔出来！”
于是，
顾不上疼痛的娘俩，各扯着雨
衣的一角用力往外拽，
铆足全力，
呲牙咧
嘴，
可是手都扯得生疼，
那被卷进的雨衣
似乎被车轮牢牢地粘住了，丝毫没有想
要分离的意思。
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发丝、
衣领、裤脚早已被雨水占领，
湿哒哒地抗议着。
“快迟到了！我们俩力气不够大，拔
不出来啊！”
“……”
空气凝固，
娘俩相视无语。
我的眼眶微微泛红，
强忍泪水，无助
的感觉第一次那么强烈的袭上心头。

（三）
雨帘中，一个撑着伞的模糊身影朝
这边走来，
越走越快，
越走越近……
“呀，雨披被卷进去了？”
一个操着外
地口音的中年妇女满是关心地询问道，
“伞帮俺拿着，俺当家的是修车的，来，俺
试试。”
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
伞早已塞进老
妈的手里。她开始鼓捣起来，
一边拎起车
轮，
一边自言自语。我和老妈则蜷缩在一
起，
呆呆地看着。
她的丝丝发线在风中凌乱着，忽而
盖住了眼睛，
忽而挂在了嘴边，忽而粘在
了脸颊…….才一小会儿功夫，雨滴已一
滴滴地滴落在她的脚尖，
渗进鞋面里，更
增黑色。
“嘶啦 -----”
被卷进的雨披终于被抽离，我长舒
一口气，不知如何感谢。还是老妈反应
快，
嘴里不停蹦出赞美之词以示感谢。她
却摆摆漆黑的手一边走一边大声说：
“快
走，快带娃回家，小娃被淋湿了要感冒！
雨伞给小娃！”
她早已转身投入了茫茫风雨中，只
见雨点在灯光的折射中散落在的她的身
旁，
直至幻化成了一个小雨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