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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亲爱的妈妈：
三月来了，我看到好多花，可

我想问花儿到底为谁红？老师说
繁花开为三春晖。难怪母亲们的
节日在三月，您就像温柔孕育万物
的春季，用甘霖和煦浇灌着我的生
命。“爱子心无尽，不敢叹风尘”，您
为我日夜操劳的痕迹已刻在脸庞，
我一定要将大地上最美的花朵献
给您！我的妈妈！

我要为您送一盆花。我为您
选了两朵康乃馨，因为它代表了最
伟大的母爱。我还为您选了一朵
百合，因为它代表百年好合，我祝
您与爸爸百年好合。

我把一朵绿色的康乃馨插在最
高处的地方，因为绿色代表温馨。
您常说希望我乖一点，希望家里温
馨一点。正是因此，我才把绿
色康乃馨插在最高处，我把您
的希望放在最高处。

我把一朵粉色康乃馨插
在最显眼的地方，因为粉色
代表美丽，既然它在最显眼
的位置，那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
它，一抬头就可感受到您的美。

我把一朵百合放在康乃馨前
边。这三朵花挨在一起，就是您和
爸爸了。（您是两朵康乃馨的美丽）

而在这些花后面，有着一丛满
天星，和一片树叶。它们是侍从，
守护着您。那旁边的长叶子，是为
您托裙子的。

啊，妈妈，当您拿到红包，一定
很吃惊，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红包，
更没有钞票，那红包里的钱是怎么
来的呢？

我告诉您吧：那天，我们上课
时，玩猜谜游戏。一开始，我一个
也没有猜到，只能听别人说。后来
有一个谜面是：一人占一半。我告

诉自己，我一定要猜到，给妈妈带
一个红包回去！

紧接着我就想：一人占一半，就
一定有两个人，是这两个人把同一
个东西分成两半，一人拿一半吧？
可这跟“占”字没关系啊。那这“占”
字包含什么呢？会不会像童话里老
大占地盘啊？如果是这样，“从”就
符合这个条件，可是，万一不是“从”
呢……但我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其
他字了，那我就去对答案吧，没想
到，我对了，我为您拿到了红包！

啊，妈妈，我要对您说我生命
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爱您，我爱您，
我爱您！

锦绣成，爱不尽；花无声，爱恒
鸣。我的妈妈，请收下这份礼物
吧，它是隐藏在我心中已久的爱的

表达；它是我永远无法还清
的养育之恩；它是您用心血
浇灌成的我的年华！
教师点评：

一篇春意盎然，情意满
满的文章。小作者一句“繁

花开为三春晖”不仅把我们带进鸟
语花香的春天，更是不经意间流露
出这封信所表达的主题——感恩
妈妈，喜欢他非常含蓄的表达。这
样抒情的开篇，从内容上来说为后
文悄悄地埋下了伏笔，从情感基调
上来讲心中暖意绵绵。三八妇女
节送妈妈鲜花不足为奇，送上自己
精心选材、认真思忖的插花作品实
在难得，更不易的是用文字来倾吐
插花作品所深藏的心语！文章结
构层次清晰，语言表达流畅清新。
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处布局
都暗含情意，让每一个妈妈级的读
者读到这封信脑海中都有不同的
感人画面，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

“有这样的女儿，足矣！”

搜作文结果不堪入目

以小学生最常见的作文题目《我和
妈妈》为例，记者以“我和妈妈”为关键
词在各大搜索引擎的PC端和手机端分
别尝试搜索。

百度搜索的PC端和手机端前15页
的搜索结果显示都比较正常，90%以上
是小学生作文的范文。但是，就在手机
端搜索页面的下方，出现了“相关搜索”
一栏。其中，列举了含有“我和妈妈”这
一关键词的其他相近“关键词”。然而，
这些“关键词”却不那么“正经”，甚至让
人脸红心跳。这些“少儿不宜”的搜索
内容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具有相当的“诱
惑力”，他们很有可能会去点击浏览。

其他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更是让
人瞠目结舌。像搜狗、微软必应、雅虎、
谷歌这些搜索引擎，在其手机端搜索结
果的第一页就会显示出非常“污”的标
题，链接内容令人咂舌。

其实不止这一个题目，记者随机把
关键期更改为“我”和家中的任何一位
亲戚，手机端搜索结果照样很“污”。有
些搜索结果在内容里还插入了各种不
堪入目的图片，让人防不胜防。“真是很
难想象我儿子在平时使用手机搜索的
时候会看到这样的结果。”刘女士心里
非常难受。

如何做才能避免接触

既然控制不了搜索结果，那么家长
要怎么做才能完全避免孩子接触到这
些信息呢？

刘女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没收孩
子的手机，不让他使用，从源头上杜绝
接触。“但是，我觉得这不太现实。”刘女
士转而一想，现在的孩子生活在网络时
代，没收了手机还有电脑和 Pad，“总不
可能让他什么也不用吧？”

其实，刘女士遇到的问题，其他
家长也早都意识到了。互联网高速
发展的今天，如何为儿童打造一个良
好的上网环境是很多父母关心的问
题。因此，许多专门为儿童设计的搜
索引擎应运而生，但是记者发现，这
些儿童搜索引擎并不好用。谷歌、雅
虎纷纷推出了儿童搜索引擎，但需要
以英文为关键词搜索，结果也全是英
文。国内百度推出了少儿搜索（测试
版）在手机端并不好用，会跳转至网
页版，搜索结果和百度搜索 PC 端差
不多。

目前，并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
孩子接触此类信息。家长们在教会孩
子正确使用网络的同时，更应该加强监
督和管理，别让网络“垃圾”污染了孩子
的心灵。 （马周 报道）

本报讯（记者 马周）三月的校
园，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
青羊区各中小学校的学生在老师的
带领和指导下，组织举行了内容丰
富、主题鲜明的活动。孩子们亲手
种下绿植，呼吁身边人一起保护自
然家园。

实小西区和孩子们借诗传情，
吟诵《钱塘湖春行》、《咏柳》、《春夜
喜雨》、《春晓》、《忆江南》、《春日》等
古诗词来抒发自己对绿色的渴望与
护绿的坚守。呼吁大家爱护身边的
植物，爱绿护绿。

午休时，学校数十名“护绿天
使”走进社区，进行着爱绿护绿的校
外宣传活动，邀请社区的叔叔阿姨

们签下“护绿誓言”。
康河小学的孩子们在老师的指

导下，走进各自中队的护绿区域，浇
水、松土、挂护绿卡片，津津有味地
享受着爱护草木的乐趣。一年级的
小朋友们则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
校园植物，欣赏美好绿意的同时学
到环保知识。

草堂小学西区分校一年级的孩
子们拿出压岁钱，认领了一棵将要
陪伴他们走过六年小学生涯的小树
苗。孩子们和家长代表共同合作，
挖坑，浇水，种树，享受种植的乐
趣。孩子们还为自己的树戴上了红
领巾，希望小树越长越高，听他们的
小秘密，听他们故事和童话。

植树护绿扮美家园
青羊区各中小学举行植树节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马周）日前，酝酿
许久的成都市实验小学“小学生 大
课程之国学经典诵读选修课程”终
于开课啦。四川电视台著名节目
主持人海光老师带领他的团队为
实小五年级的孩子们献上丰盛的
传统文化大餐。

主讲罗老师年轻帅气，音色优
美，幽默风趣，亲和力很强，很受孩
子们喜欢。他不用话筒，富有磁性
的声音仍能穿透学术厅内的每一
个角落，三个班同上大课，每个孩
子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罗老师要
求每个孩子端身正意，眼到口到心
到，先练呼吸的基本功，鼻吸口呼，
调和身心，再一口气一口气地跟着
老师诵读《论语 学而》。老师在屏
幕上出示的每一章都字体不同，让
孩子们在诵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

受到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熏陶。
一遍读毕，罗老师小结读法，

并与孩子们互动，引导孩子们抓住
自己印象最深的点交流一些对文
本的粗浅理解，然后再调整呼吸，
进行第二遍的诵读。语速越来越
快，句子越来越长。在诵读过程
中，罗老师还及时调控孩子们的坐
姿和精神状态，保证每个孩子精力
集中。同时也注重发声和语气的
指导，使孩子们读得铿锵合韵，字
正腔圆。

几遍下来，孩子们几能背诵，
且有更多的文本感受，在交流的环
节里，孩子们都有很多精彩的分享
赢得大家的阵阵掌声。

据介绍，今后，专业的国学经
典诵读指导课将会于每周二准时
和孩子们见面。

根系文化回归传统
实验小学国学经典诵读开课

●日前，汉源县20余所小学的
校长在县教育局局长白敬带领下
到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参
观访问。白敬一行详细了解了该
校理念、校园文化、智慧学习、个性
发展、家校共育等全方面介绍了学
校的办学思考，以及学校在“未来
学校 智慧课堂”项目中的探索和实
践、做法与经验。

●近日，青羊区“未来学校创新
计划”项目工作推进会在青羊区教育
局召开。会议特邀电子科技大学高
等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纽约州立
大学教育技术专业陈静萍博士从环
境建设、课程资源、教学方式、评价方
式、智能管理等方面对区域及学校的
项目规划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意见。

●3月10日，重庆市沙坪坝区
教委副主任向斌一行 13 人来到成
都市东城根街小学考察学习教育
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的经验。考
察组一行对东小培养学生国际视
野的做法和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并就学校在管理制度、项目合
作等方面推进教育国际化方面的
经验与困惑进行了探讨。

●2016年中考报名在即，为了
确保报名工作顺利进行，3月10日，
青羊区招办召开了中考报名工作
会，全区16个初中学校分管领导、
教务工作人员、微机员参会。会议
要求各学校 高度重视，仔细指导
学生报名操作，认真核对数据，确
保准确、规范操作。 （马周报道）

给妈妈的一封信
成都花园（国际）小学四年二班陈晓若

华静（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点评教师

别让搜索引擎“污”了孩子

好习惯让孩子终身受益
2016年首场“青羊家长讲堂”开讲啦

本报讯（记者 马周）3月13日，
“青羊家长讲堂”2016（春季）家庭
教育首场培训课在青羊区教育人
才中心开讲。

150余名家长齐聚“青羊家长讲
堂”，聆听了青羊区家庭教育专家讲
师团高级讲师张祥荣题为《好家长
胜过好老师》的精彩讲座。

在现场，张祥荣教授提问：“各
位家长，你们认为培养孩子什么最
重要？”一位父亲举手回答：“习惯最
重要！”张祥荣教授说：“好习惯铸就
孩子好人生，家长要把习惯的培养
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紧接
着，张祥荣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每个
孩子必须拥有的29个好习惯，以先
进的理念，科学的方法，鲜活的案
例，引导家长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职

责。张祥荣教授告诉家长：“好习惯
决定好人生，21天重复形成习惯，90
天后稳定，经常抓、抓经常。好习惯
用加法，坏习惯用减法。”

课后，一位妈妈说：“今天的讲
座真是受益匪浅，下次这样的讲座
我们还能来吗？虽然我们都是做
了好几年的家长，但在实际的教育
孩子中，很多父母都是‘无证上岗
’，希望多举办这样的培训讲座，普
惠更多家长！”还有一位爸爸热情
地握着张祥荣教授的手说：“今天
虽然牺牲了星期天，但收获了很多
教育孩子的良方，非常值得，非常
高兴。‘青羊家长讲堂’让我们青羊
家长有机会学习提升科学教子的
能力，这不仅是青羊家长的幸福，
更是青羊孩子的幸福!”

“用百度搜老师布置的作文，结果太‘污’了！”日前，
家住金沙的刘女士用百度搜索帮孩子搜作文范文，搜到
的结果让她大惊失色。各种“少儿不宜”的内容充斥在页
面中，让刘女士非常担心。现在的孩子使用电子设备非
常频繁，利用搜索引擎搜索作业也很正常，但是，怎样才
能避免孩子接触到这些网络垃圾？这是很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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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还原：“这样安排很正常。”

“小 P 孩”今年 9 岁，“小 P 孩作
息时间表”是“小P孩”妈妈制定的，
其目的是培养孩子时间观念和自律
习惯。在这份“小P孩作息时间表”
中，除了周一到周五学校正常的课
程之外，还有古文、钢琴、围棋、毛笔
书法、奥数、跆拳道、游泳、英语、拉
丁舞这九种课程。

据报道，面对网友的质疑，“小P
孩”的妈妈刘女士认为她的每个安
排都是有理由的：跆拳道、游泳是为
了锻炼身体，增加男子气概；弹钢
琴、拉丁舞是为了培养艺术天赋，以
后找女朋友有帮助;英语是为了出国
方便；围棋、奥数是锻炼逻辑思维能
力；读古文是为了学习传统文化；练
毛笔字是磨炼孩子的性子，孩子性
子有点着急。刘女士很喜欢看《最
强大脑》，她说：“你会发现跟别人差
距很大，我孩子没有这么好的天赋，
只有靠后天的努力了。”

据了解，刘女士出身军人家庭，
北大毕业，“小P孩”的姥爷当年就是
这样教育刘女士的，“从小就该给小
孩子树立一个好的奋斗目标，无论是
北大、清华、耶鲁之类的都可以，只有
从小为目标而奋斗，才有学习的动
力。”刘女士说。而且，刘女士的北大
同学也认为这样的方式很正常。

在严格的要求下，刘女士儿子
各方面发展相当不错。刘女士认
为，只要对孩子好就没问题，她还建
议其他家长都可以试一下，人都有
生物钟，适应了就没问题了。”

直面现实：“瞧瞧人家的孩子。”

在看到这样一份“作息表”后，

多数网友们的情绪从惊讶到同情，
再到愤怒，直呼“变态”，都觉得刘女
士“不是亲妈”，认为“小P孩”“没有
快乐的童年，没有美好的未来。”可
现实是怎样的？

网友“esse-wong”评论：“我外
甥 8岁，我姐是大学副教授，培养孩
子也是这样的。早上 7 点起床读
书，上完一天课以后回家，弹钢琴，
每天还有不同的兴趣班，绘画、钢
琴、毛笔、围棋、架子鼓，目前只报
了 5个兴趣班。”其实这位网友道出
了另一种“实情”——确实有很多
网友对待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孩
子是双重标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父母文化
程度越高，对孩子的教育越严格。
杨老师是某高校教授，他在女儿三
岁时开始教她识字，她的女儿上小
学之前就可以自主阅读，舞蹈和钢
琴的特长培养更是坚持到了高中毕
业。现在他的女儿取得了法国硕士
学位，正在准备考博。杨老师认为，
小孩子天性贪玩，家长一定要给孩
子一定的引导。“小时候严格要求，
孩子长大了才能有更多自由选择的
机会。”杨老师说。

田先生是企业管理人员，父母
都是高校教师，他小时候也是被

“逼”的很紧，但是仍然坚持了下
来。“我记得初中时几乎都是12点睡
觉，早上6点起床。比别人付出的更
多时，回报就是最好的安慰。自己
有了孩子后慢慢理解了父母的心
情。”田先生说，“我会延续我父母对
我的教育方式去教育我的孩子。”

据了解，兴趣班已经成了小学
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的“标配”，少
则一两门课程，多则五六门课程，
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早都被填得满

满当当。网友一边揶揄着别的家
长的安排，一边默默地给自己孩子
说：“瞧瞧人家！”

观点启示：“读书需要努力。”

网友“彤妈”是一位十分热爱
学习的妈妈，她的儿子在朋友眼中

“非常优秀”，她很喜欢和周围的朋
友分享自己的育儿经。她对“小 P
孩的作息表”的看法与大多数网友
不同：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网友
们的学习经历可能并不快乐，所以
他们认为学习就一定是痛苦的。”

“彤妈”说，对于“小P孩”而言，可能
学习是一种兴趣、爱好，他并不觉得

“痛苦”，反而乐在其中。“我儿子也
是在幼儿园时期开始认字，但是并
没有很反感，因为我都是在和他游
戏的过程中教会认字，他认的字多
了之后可以自己看书，不再需要我
读，他觉得非常自豪。”“彤妈”说，这
个过程孩子并没有不愉快。

兴趣也是一种休息。在“小 P
孩作息时间表”中，每天做家庭作业
的时间，只有 2 个小时。而其他时
间，都集中在毛笔、钢琴、跆拳道等
兴趣拓展上，周末练跆拳道、学游
泳、弹钢琴也算得上是一种休息。

“小P孩作息时间表”之所以存
在争议，就是因为很多网友认为孩
子太累了。“强调每天学习18小时睡
6小时可能有些误解。”“彤妈”说，他
从这张表中看出了孩子的勤奋，“从
小告诉孩子，学习是需要付出的，这
很正确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劳而
获’，学习更是这样。”“彤妈”认为，
读书是相对公平的事情，只要勤奋，
付出总会有回报。 （马周报道）

9岁“小P孩”每天学习18小时引热议

网友嘴上骂着“残忍”
行动上却很诚实

近日，朋友圈里一张“小P
孩作息时间表”的图引发了网友
热议，按照这张作息时间表，“小
P孩”每天从5点起床，一直要进
行各种学习到23点才能睡觉。
每天学习18个小时，睡眠6个小
时。该孩子家长刘女士是北大
毕业生，这件事也导致了这位30
岁的北大“虎妈”爆红网络。不
少看到表的网友感到惊讶，直呼
“变态”；感到惊讶之余，有些网
友却默默地把自己孩子的睡觉
时间往后推了一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