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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话题》近期将就以下内

容展开讨论，如果您对这方
面有自己的看法，请将稿件
发 至 邮 箱 ：jswmtl@163.
com，jswmb-bjb@163.com

话题题目：
1.吃饭慢慢吞吞，走路磨

磨蹭蹭，写作业拖拖拉拉……
许多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中都
存在拖延现象，有的是性格使
然，有的是因为缺乏时间观
念，有的出于对困难的逃避等
等。您的孩子或学生有类似表
现吗，您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什
么？您有哪些经验或妙招能够
帮助孩子尽量克服拖延或减
少拖延带来的不利影响吗？欢
迎来稿与我们分享！

2. 针对当前一些有关未
成年人的教育热点，您有哪些
不吐不快的感受，请将您的关
注点发给我们，我们会根据具
体情况安排专题策划。

要求：
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

地址、邮编，并在邮件标题中
注明参与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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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包书皮的仪式感延续下去
郑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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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春节过后，新学期也即将开启，孩子们将步入成长新阶段。添置文具用品、

为新课本包书皮，一份新学期的计划书，一句来自父母的提醒或鼓励……许多
新学期的准备工作，都能够为孩子迈向新阶段开个好头，让孩子对未来充满期
待和干劲。作为家长，如何以新学期为契机，帮孩子及时收心、为孩子增添信
心、助孩子端正心态，用满满的心意给成长“加把劲”呢？本期《话题》分享几位
读者的做法、观点与感受。

经过一个假期，
不少孩子都会有点
放松过度，以至于新
学期到来时还难以
调整回正常的学习
状态。作为一名从教
多年的教师，我深知
开学前后，孩子们通
常需要一段时间来
适应新学期，而一些
孩子仍会停留在假
期的慢节奏里，懒懒
散散。因此，开学前
的准备工作很重要，
就好比长跑前伸展
筋骨、预热肌肉。每
次新学期来临前，我
都会采取一些小措
施，帮助女儿找回状
态，为新阶段的学习
开个好头。

首先，我会在她
的书桌上摆放一张
小贴士，写上“要开
学了，女儿，加油！”
诸如此类的鼓励话
语。今年正月初五刚
过，我就在女儿的书桌上摆放了写
有“你做好准备了吗？新学期向你
招手！”的小贴士。女儿看了感叹
道：“时间真快，再过些天就要开学
了。”随即笑问，“爸爸，您这是怕我
不记得开学的时间，还是给我提
示，让我赶紧准备？怎么对自己的
女儿这么没信心？”妻子在旁闻言
笑而不语，我忙解释道：“我是为了
给你的新学期加油鼓劲儿呢！”“我
知道爸爸想让我提前进入学习状
态，我会及时调整，您放心好了！”
女儿自信地说。

其次，我会督促女儿做个简单
的计划书，写明新学期里在学习
上要达到的基本目标、计划阅读
的课外书，以及课余之外的观影
计划、运动计划等等，既有学习上
的打算，也兼顾休闲娱乐。前两
天，女儿把计划书交给我，将新学
期的打算都条理分明地列举出
来。在我看来，有些计划可能尚难
执行，但我相信，通过这个方式给
未来种下一份期待，对孩子一定
会有促进作用。

此外，我还会陪女儿选购开学
所需的用品。可别小看了这个过
程，实际上是变相地把新学期的各
个科目梳理了一遍，哪门课需要用
哪种本子，是笔记本、作文本还是
英文本，各需要几本，孩子估算每
种本子用量的过程，也是对以往学
习生活的一种重温。摸摸散发着纸
香的新本子，女儿对新学期也有了
更多的期待。

新学期前的小贴士，一份写满
愿景的计划书，一摞纸香四溢的新
本子……新学期前的许多小事都
能为新阶段的学习旅途做铺垫，我
用力所能及的方式为女儿找回状
态，在女儿的眼中这都是满满的关
爱，她带着这份关爱，满心欢喜地
期待开学的那一天。

春节一过，马上就要迎来
开学季。记得曾有一位爸爸很
认真地为孩子刚领到的新课本
一一包上书皮，用古朴的牛皮
纸为材料，封面上临摹着丰子
恺的漫画作品，以清秀的正楷
字体署名，走红网络，引发了一
波怀旧热潮。

看似平常的包书皮一事，
竟赢得了如此热烈的反响，崭
新的课本配上漂亮的书皮，标
志着新学期的开端，这小小的
仪式感寄托着人们对新学期的
美好期待，甚至成为一代代人
铭记于心的开学记忆，确实能
引发许多人的共鸣。

笔者记得自己小时候，每
个学期开学之初，很多同学领
到新课本之后，都会迫不及待
地包上书皮。有些手巧的同学
还会在封面两端包出精致的三
角包，既漂亮又结实，惹得其他
同学纷纷效仿。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各种各样的现成书皮
先后问世，从塑料封套到纸质

书皮，透明的、磨砂的、印花的、
自粘免裁剪的等等，应有尽有，
花费也不多。孩子们基本上不
再为包书皮而费心思了，自己
动手制作书皮的越来越少，而
包书皮的乐趣和仪式感也被渐
渐淡忘了。

但笔者却觉得，让孩子动
手包书皮、以此迎接新学期的
做法应该延续下去，主要原因
有二。一是从外观上来看，给新
课本包上一层好看的保护材
料，有助于保持课本的整洁、美
观，使之更加耐用。况且，包书
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懂得
爱惜课本，家长和老师还可以
以此为契机，教育引导孩子珍
惜读书的大好时光。

其二，包书皮简单易学，可
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写写
画画的过程也有助于提升孩子
的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如今
的一些现成书皮越做越花哨，
虽然颜值很高，添加的化学用
剂却不少，如果买到不正规的
产品，其中的有害物质很可能

超标，孩子长期接触这样的书
皮，难免影响健康。而且过于花
哨的书皮，上课时还容易分散
孩子的注意力，反而背离了文
具的基本属性。

让孩子自己动手为新课
本包上书皮，不但经济实用，

而且绿色环保，还能让孩子们
体验到迎接新学期的满满仪
式感，这样的做法应该得到家
长、老师的重视，把这样的美
好体验传递给今天的孩子们，
把迎接新学期的仪式感延续
下去。

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了，在
学习上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做作业时常常懒得用草稿纸，
有时就把草稿打在课本或作业
本空白处，甚至还曾把草稿打
在试卷边上，受到了老师的
批评。

不用专门的草稿纸，是个
非常不好的习惯，一来严重影
响了作业、卷面的整洁，同时，
易使解题过程不清晰，导致混
淆，尤其到了小学中高年级，习
题的难度增加，解题过程变复
杂，不用草稿纸，不利于事后检
查，影响学习效果。同时，这一
不良习惯也反映了女儿的学习
态度过于潦草、缺乏条理。

为了能帮她改掉这一不良
习惯，我打算送她一件特殊的
开学礼物——草稿本。是买现
成的本子，还是自己给她装订？
我斟酌再三后觉得，买来的本
子虽精美，女儿却可能舍不得
用，反倒事与愿违，所以还是用
白纸给她订几个草稿本最实
际。我先把白纸裁成16开大小，
再用一张旧挂历做成封面和封
底，50页一本，一共三本。订好
后，我在封面上方写上“草稿
本”三个大字，中间画上女儿喜
爱的卡通人物，并用钢笔写下
一段话：“习惯决定一个人的未
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才有
良好的学习成绩。规范使用草稿

本也是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
封面最下方写上女儿的名字。

今年春节，除了给女儿压
岁钱、课外读物和玩具，我对她
说：“今年，爸爸还给你准备了
一样特殊的礼物。”我拿出做好
的三本草稿本递给她，女儿发
现封面上画着自己喜欢的卡通
人物，本子又都是我亲手做的，
再看看封面上鼓励的话语，一
下子就理解了我的良苦用心，
她郑重地向我保证：“新学期，
我一定用好这些草稿本，再也
不在作业本上乱写了。”

寒假还未结束，女儿在做
数学作业时，就已用上了我送
的草稿本。一天晚上，她高兴地

把草稿本拿给我看，我对她条
理分明的解题步骤给予了表
扬，并轻声提醒她道：“草稿本
也要规范使用，一题一题地依
次往下写，而且最好在前面标
上是第几道题，如果解答过程
中有错误，这样检查起来才比
较容易。语文中写话类的习题，
也可以先写在草稿本上，通读
修改后再抄写到作业本，这样
作业质量就高……”女儿听后
点点头，对我的建议悉心接受。

自此后，女儿写作业时总
会把我送她的草稿本摆在手
边，随着草稿一页页增多，女儿
的作业本、习题册也越发工整
悦目了。

女儿读初二，开学前，我特
意给她选了一块手表作为新学
期的礼物。这块表不是当下流
行的儿童电话手表，而是一块
蓝色的指针手表。

我告诉女儿，之所以送她
一块手表，是因为手表相当
于一种宣告，表明女儿已经
长大了，应该更有时间观念。
我希望她看到腕上的手表
时，能意识到时间的宝贵，从
而更加懂得珍惜时间、敬畏
时间。在新学期中，当她在课
堂上忍不住开小差的时候，
当她课后沉溺于游戏的时
候，一抬手，就能看到手表指

针滴答滴答地运转，意识到
时间的流逝。

对时间的敬畏，不仅仅体
现在学习中，在生活中也是一
样。很多个早晨，当我喊女儿
起床时，她常常说再睡 5 分
钟，结果 10 分钟过去了还赖
在床上；吃饭的时候，女儿喜
欢一边吃一边看电视或者玩
我的手机，我提醒她先吃饭，
她总会习惯性地说：“马上，马
上……”结果往往是吃了半个
多小时，眼睛只顾盯着屏幕，
一碗饭还剩一半。我希望这块
戴在腕上的手表能够帮助女
儿更深刻地理解“适当的时候

做适当的事情”，从而更加合
理地利用时间，安排好自己的
学习、生活和娱乐。

还有一个原因，我希望在
女儿考试的时候，这块手表能
帮助她更好地分配答题时间。
比如答卷时，如果她被一道难
题“绊住”，花费过多工夫，就
很可能造成剩下的答题时间
不够，从而影响考试成绩。我
还记得女儿曾经向我提起，有
一次数学测验，她纠结于一道
有些复杂的作图题，在上面花
费了过多时间，以至于最后两
道应用题没有时间再做验算，
结果出了差错，扣掉的分数比

那道作图题本身的分值还要
高，导致测试成绩不理想。我
想，女儿有了自己的手表，就
能随时掌握时间，把握好自己
的答题速度，学会适当地取
舍，更好地分配做题时间。

解释完原因，我为女儿戴
上了手表，并对她说：“从新学
期开始，你拥有了自己的手表，
我希望你更加珍惜好时光，多
花时间去探索新知识，一定会
有不一样的收获。”女儿懂得了
这块手表所蕴含的提醒与期
待，她郑重地点点头说：“我一
定会好好珍惜这块手表，也会
珍惜时间。”

网上有一个流
行词，叫“低碳开
学”。每逢开学季，
很多学生都会把文
具甚至书包换新，
以此表示要以全新
的面貌迎接新学
期。事实上，以全新
的姿态走进校园这
种想法是没错的，
但如果仅以淘汰旧
文具、旧书包作为

其表现形式的话，那么这种进取态
度未免流于表面。焕然一新的不应
仅仅是文具、书包等“装备”，更重
要的是积极面对新学期、迎接新挑
战的精神面貌。至于文具和书包
等，则该物尽其用，不能借新学期
之名，行浪费之实。低碳开学的呼
吁由此而来，这一提法虽颇具时代
气息，却与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十
分契合。

我的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时，有
一次为新学期做准备。整理出了数
支只剩下拇指长短的铅笔头，由于
难以握住，想扔了重买，我看到后
拦住了他。我取来一支细细长长的
笔套，把铅笔尾部旋转着塞进去，
铅笔便成功“增高”，可以继续
用了。

我告诉儿子，这支笔套还是我
读书时父亲给我的，有了它，我的
每只铅笔都能用到用无可用时，才
会“光荣退役”。这是我的父辈传下
来的节俭美德，也是这个倡导低
碳、节俭的新时代，应该继续传承
下去的好家风。

如今，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
我对孩子依然提出了严格要求，除
非文具彻底无法再用，否则不能轻
易丢弃。比如，圆规的笔头坏了，只
要在那条腿上绑上一根铅笔，依旧
可以使用；水彩笔没有水了，在笔
囊里滴两滴酒精，再给笔头也沾一
下，妙笔就可以继续生花了；文具
袋坏了，就用三角板附送的拉链袋
装文具，因为袋子是透明的，带进
考场也没问题。

儿子的文具袋里，寿命最长的
文具应该是用来修改错字的修正
带了。我一直有意训练他写作业时
专注慎重，尽量少写错别字。这不
仅是为了考试时的卷面着想，还可
以减少涂改液、修正带等文具的使
用和购买，这也是践行低碳理念。

上高中后，我让儿子收集他用
光的笔芯，作为他勤学苦练的见
证。高考结束后，我带着他把那一
捆捆笔芯和所有的废试卷、习题册
等都拿到废品收购站卖掉，换到的
钱让他拿着。他兴奋地拍了张照
片，发到朋友圈——“为我的高中
三年画下一个绿色的句点。”后来，
他用那钱买了些多肉植物回来，把
家中的阳台装点得生机盎然。

我想，低碳开学，不仅是环保
的需要，更是对自身的一种修养。
一个懂得珍惜的孩子，在未来的人
生之路上必有更多的收获。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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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草稿本，助力好习惯
陈铁

送女儿一块手表
邱小平

开启新学期开启新学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