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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在小学教育界待了二十年，许多事情随着工作时间的推移，内心的想法变

得越发深信，那就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一个个孩子的身上，可以

照见其身后的家庭以及家庭成员的相处模式。孩子温文有礼，他多半有对温

和的双亲；孩子拖延症严重，他的父母多半急躁；孩子懦弱，父母中有一方

多半非常强势……更可怕的是，父母明明不善于学习亦没有耐心面对困境，

却对自己处于学习困境的孩子指责、打骂……

反观父母自身，需要学习与修正的其实更是迫在眉睫的事。那些觉醒的父

母实在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幸福的同路人。他们愿意花时间、花心力去学习当

下最新的教育理念，愿意蹲下身来以平等的态度看待自己还在成长亦还可调

整的孩子，愿意反观父母自身的成长轨迹，与自己曾经的际遇握手言和，愿

意与孩子身边的师长一道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付诸心力……如果我们的社会多

一些这样的父母，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父母愿意来到同心的“父母学堂”，相

信会有更多的孩子受益，中国的教育也会进入一个更开阔的新篇章。

让我们期待，让我们相信。

原件与复印件
文\小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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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慈善会

同心父母学堂是由同安区委文明办，
同安区教育局主办，由同心慈善会承办的
一个公益家庭教育讲座平台。 为家长免
费提供学习的机会，探讨家庭教育在孩子
成长中的重要作用，让家长明白什么是真
正的教育，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怎样做一个成功的家长，如何培养成功的
孩子。

可能说起同心父母学堂很多亲子都
不会陌生，很幸运的一次机会我成为了同
心的一位成员，慢慢接触同心父母学堂。
在这个课堂上我看到了很温馨和有爱的一
群大朋友小朋友们。他们一起朗朗上口的
阅读，一起娴熟的配合这一幕幕都是那么
的快乐。作为同心父母学堂的负责人我也
感受到了一份责任在这里，现在的家长们
很多都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真的静下心来
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仅是有耐心就够了
还需要有方式方法，正所谓家长才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家长
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同心父母学
堂希望把亲子爱的元素提高又可以学习技
能，让讲师的带领下让亲子之间的关系越
来越密切。

  在每次活动期间，孩子们与家长的

参与度都非常的高，专心致志的听讲，手
舞足蹈的共同配合，每每完成一项活动后
看着孩子们自信而骄傲的欢欣样以及家长
们欣慰的笑脸和温暖的鼓励时，讲师都会
适时地奖励贴纸，小小的贴纸里也蕴含着
大大的意义，每一分的付出都有价值，每
一个点滴的进步都值得嘉奖。

很多家长课后都会跟我聊几句，他们
喜欢这个课堂，孩子真的在进步了也在慢
慢的改变，更惊奇的是自己也改变了，自
己懂得了怎么样去跟孩子相处了，教育孩
子了，孩子再也不会厌烦自己，在这里孩
子也找到自己一起学习的小伙伴，可以一
起玩耍，一起学习真的很棒。也让自己和
孩子懂得了一份坚持，连续七八节系类课
下来，我们无一旷课，每次都期待下次课

在互动的教育下快乐成长
文/张志沿

程的来临，和孩子一起读书真的很幸福。
其实每每听到亲子的回馈，心头总是很暖
和，同心的初衷一直在。

通过父母学堂这类亲子互动的讲堂教
育活动，除了培养孩子们各种学习的好习
惯，训练孩子们专注的注意力，在寓教于
乐的氛围里让孩子们快乐地成长与学习，
同时也能让一同参与其中的家长们在系列
的活动学习中不断调适自己与孩子的相处
模式，转换与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对于
小孩子的成长与教育除了培养与陪伴也多
了一份共同成长与进步的耐心。

寓教于乐，是同心“父母学堂”努力
打造的教育方式；在互动的教育下，让孩
子与家长一同收获进步与惊喜，更是同心
“父母学堂”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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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们共同成长的摇篮
文/杨燕茹

教书的是老师，但育人的一定是父母，

对这句话深有同感。“教育”二字，包含

着“教”与“育”，老师教授知识，家长

养育孩子，不管何时，老师和家长的目标

始终是一致的，责任与使命始终是相同的，

那就是共同培育好孩子。同心父母学堂就

是给家长一个学习如何培育好孩子、学习

家庭教育、亲子共同学习的平台。伴随着

同心父母学堂一期一期的开展，看到了很

多父母因为自己不断学习成长，改善了亲

子之间的关系，孩子也在不断地进步，所

谓“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同心父母学堂于每周日上午在同安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亲子们不约而同地

来到这里，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义工，

组织者再到讲师，看到了许许多多亲子们

在父母学堂中改变成长，孩子们能快乐学

习，亲子关系得到改善，家庭越来越美好

和谐，也是亲子们共同成长的摇篮。

我一直在推广一个理念“懂孩子比

爱孩子更重要，学习是快乐的”，只有懂

孩子孩子，父母才能给孩子成长中最需要

的爱。爱孩子是父母的本能，关键在于会

爱——懂孩子。懂孩子的父母一言一行都

在唤醒“好孩子”，而不懂孩子的父母可

能会逼出“坏孩子”。现在一些教育悲剧

是父母不懂孩子，违反规律地教孩子，不

是“揠苗助长”就是“揠苗助长”还打着

“为你好”的旗帜，让孩子受不了。太多

的父母用“无知”的爱剥夺孩子快乐成长

的机会。而快乐学习，更是需要父母给孩

子传递的理念，“学海无涯乐作舟”而不

是“苦作舟”，这样孩子的学习潜能才能

被不断激发出来。父母学堂中有一对亲子，

孩子已经是三年级了，对于整个小学来讲，

三年级刚好是一个转折点，孩子在学习上

是有些挑战的，学习内容和思维逻辑在不

断增加。妈妈着急地跑过来跟我求救，现

在孩子不爱学习，只要看电视，还叫父母

不要给他管了，经过沟通之后，我知道这

位妈妈控制欲很强，孩子说不听时，还会

打孩子；为了具体了解这对亲子的情况，

我又和孩子的交流，但我用的方式不是妈

妈的责骂和命令方式，而是以朋友轻松交

流的方式，孩子跟我说，他不希望他妈妈

那么凶，他可以管理好自己，也想要学习，

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可见这位孩子是有主

见的，如果父母引导得好，孩子不管在哪

同心慈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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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都会非常出色。在父母学堂亲子

系列课程中，我设计了亲子互动游戏，

玩中学的快乐学习，这对亲子的关系慢

慢改善，孩子在上课中非常积极认真，

敢于上台展示自己。

当我们读懂孩子的想法，读懂他们

的行为，并看到背后的正面动机，我们

自然和孩子拉近距离；当我们读懂孩子

的需求，并给予恰当的回应和引导，孩

子自然健康快乐成长。

陪伴孩子共同成长

文/叶慧琼

2018年 10月的一场同心“流动家长会”

家庭教育讲座在竹坝小学举办，家庭教育讲

师、注意力感统培训师、二级心理咨询师--

知舒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让我了解到孩子

成长过程家庭教育的影响占到 70%、学校占

20%、社会占10%。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好的家庭教育影响孩子的一生，由此可见根

源教育的重要性。感恩同安区委文明办、同

安区教育局、同心慈善会共同创办了这样一

个讲座，正是这样一堂课让我认识到孩子成

长过程中，家长也要不断学习才能做一个合

格的父母；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堂课，我和孩

子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平台创办的同心“父

母学堂”家庭亲子教育的一系列课程。



7

同心“父母学堂”的课程有：如何培

养快乐自信的孩子、全脑教育 . 数学启蒙

之手指快算、国学精典、注意力训练 ... 等

课程。邀请专业的高级讲师前来授课。非

常喜欢杨燕如老师、颜瑜勤老师的课程，

生动有趣，多种手指游戏、训练操和集体

游戏。原来学习可以这么有趣，玩中学，

学中玩，符合孩子们爱玩的天性，怎能不

喜欢呢！课前的国字经典诵读，不仅增加

孩子的识字量，还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古典

文化底蕴和高尚道德品质。课程上的游戏

训练，手脑并用、心口合一，提升了孩子

的数学计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课堂上

老师给孩子很多上台的机会，孩子从一开

始不敢上台到后面积极主动上台参与，我

看到了她的进步和自信。另外：注意力训

练是一种能力的训练，能够提高孩子的注

意力和专注力，这两个能力提高了学习就

一定好。从课堂上学到了几十种很好的训

练方法。每天陪孩子在家练习，我坚信有

练就有收获。没一样东西经得住天天坚持，

也没有一个成功是一下子就完成的。通过

训练，孩子进入状态的速度和专注度明显

提高了，也从游戏中懂得了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的道理。

在同心父母学堂不仅孩子收获满满，

我也学会更加懂得了换位思考了解孩子的

感受，学会与孩子更有效的沟通，真正做

到既是孩子的朋友又是父母。对孩子的爱

不是控制和改变，而是用自己的言行去爱、

去影响孩子，正所谓言传身教。学会了分

享，把这么好的亲子课堂分享给身边更多

的朋友，期待更多的家长加入同心父母学

堂，让更多的家庭因父母学堂而受益。

同心慈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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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文\卢川叶

2019 年 9 月 22 日，有幸参加了同心

慈善会“父母学堂”，这次课程让我感想

颇多。让我影响深刻的那句：哪位家长节

假日有真正好好的陪过孩子？细想自己平

时虽然陪孩子时间不少，但是确从未真正

走进他的内心，没有很好的与他沟通。在

教育方面，也经常是以高姿态的跟他分析

对错，确未曾咨询过他的想法。

课程刚开始的时候老师先教大家学习

坐姿，与课堂纪律。我家孩子最近在学校

都在学习这些，所以兴趣不高，甚至有点

不高兴。后来随着课程的深入，老师问孩

子们：你们的未来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想当这样的人？通过怎样的努力来

达成梦想？他也陷入了沉思。课后我问他：

老师问的那个问题，你想过吗？儿子说：

妈妈未来我想当一名机长！当机长可以在

天上飞来飞去的，很帅气，可以赚很多钱，

这样我就可以照顾你了，你就不用那么辛

苦了。听到这话我的心一下暖了，为自己

平时照顾他们而抱怨感到羞愧。

课上老师教孩子们数数，右手代表个

位数，左手代表十位数。让家长跟孩子从

1数到 100，正数，倒数……正数是加法，

倒数是减法。当时我内心浮现出来的想法

是：那如果学会了这个，孩子一年级的数

学还担心什么。我们开始很认真的学习，

跟着老师的节奏，完全忘记了时间。

现在每天我跟儿子都会正数，倒数一

遍 1到 100，有时候我手跟嘴巴不一致的时

候，儿子及时的纠正我。我再次为自己感

动羞愧，作为家长我除了虚长了几岁，多

了点生活经验；在新鲜事物面前，我并不

比孩子厉害。心想自己平时在教育孩子的

时候，哪来那么多的理直气壮。儿子还把

这项本领教给爷爷，让爷爷也跟着他数数，

全家总动员一起学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

围。

孩子就像一棵树上的果子，果子看上

去很好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很不错，很欣

慰 ;果子若不好，那么，单纯关注孩子是

不会有多大改变的，要关注这棵大树，给

很好的肥料，适当地给，该修正就修正……

才会产生好果子 ;如果是树的问题，绝不

要让果子单独承担。那么这棵大树应当扎

根在哪里呢 ?那就是无止境的学习，家长

跟着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探索，一起进步。

因此希望“父母学堂”课程名额可以多些，

让更多的家庭可以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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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倾听 学会沟通

文\林秀滨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接触到同

心家庭教育学堂，那次同心流动家长会来

到儿子就读的学校开展，我也有幸参加了，

老师们精彩的讲解，深入的分析，让我从

此喜欢上了父母学堂。

 教育好孩子是每个父母重要的责任，

因为孩子的成长关系到祖国的未来，社会

的稳定，家庭的幸福。若孩子惹了祸或是

引发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责

备他们的父母，觉得是父母的错，而父母

要怎么做才能教育好孩子呢？所以我觉得

每个父母都需要有个系统的学习和培训，

可我们目前这方面似乎还不完善，而同心

家庭教育很好的补充了这块的缺失，并且

同心慈善会

以公益的形式让每个人有机会来学习。感

恩！同心教育教我们怎样走进孩子的心，

怎样学会倾听沟通，做个文明的父母。可

是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失去耐性，因为有时

候孩子会不可避免地激怒，打扰和挫败我

们，孩子在努力满足自己的需求过程中会

不顾别人的感受，不替别人着想。小孩子

的自制力还很差，具有破坏性的、吵闹的

和令人劳神的。会带来额外的工作，在你

赶时间的时候会拖你的后腿，在你很累的

时候会对你纠缠不休，会时不时叫你，特

别是做作业时的各种拖拉，各种不情愿的

态度让很多家长失控和抓狂，上阵网上看

到辅导作业的家长各种吐槽让我们无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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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酸，其实很多上学后暴露的问题是上学

前就隐藏的，这就更让我们觉得家庭教育

的重要性。

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大都父母

一样，同样为教育孩子不得章法而苦恼着，

走进同心家庭教育，参加了多场亲子父母

学堂，与孩子一起学习，听老师专业的多

种技能训练：如专注力训练，全脑手算快

算，国学经典课程等等，都让我和孩子们

受益非浅，看到孩子的点滴变化，我很欣

慰，同时也很感恩同心所有工作人员和老

师的付出。有一期上了国学吟诵《幼学琼

林》后，力禾老师授课，不仅让我们体会

到国学的博大精湛，而且让孩子懂得了礼

仪，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是一个

礼仪之邦的国家。也让孩子知道了天地万

物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更明白有些礼

仪的对错，哪些可为可不为。学完后，孩

子变得有礼貌了，每次出门或客人来访都

会跟客人打招呼，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变

化。一期《专注力训练》，颜老师把专业

的知识用轻松、互动、游戏的方式传授给

我们，孩子做作业效率也提高了些，生活

中爱拖拉的习惯也少了些。现在在上《全

脑手算快算》上课过程中，老师也是以轻

松、互动、游戏的方式传授，让孩子全程

保持热情、感兴趣好氛围，让孩子在玩中

学到知识。

很感恩与同心家庭教育的相遇，也感

恩同心为那么多家庭带去福音，做那么多

慈善的项目。在以后的日子里，希望和同

心风雨同行，希望同心越做越好，如果机

会成熟，愿自己也能成为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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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同心父母学堂
文\  陈秀延

同心慈善会

2019 年 5 月，感恩有机会能和同心父

母学堂结缘，让孩子们在课外的时间可以

再学习到不同的知识。一开始对于同心父

母学堂还是一知半解，通过16次课的学习，

慢慢增强了对同心父母学堂的认识。同心

父母堂是一个公益的亲子学习平台，是区

委文明办和同心慈善会等单位共同创办，

这个平台为了让更多父母在实际行动中陪

伴孩子学习，同时也提供给父母涨知识的

机会，逐渐让父母们认识到自身学习的重

要性，陪伴孩子学习的重要性。

同心父母堂需要父母随同陪伴学习。

这个对我感触很大，因为有我的坚持陪伴，

我的两个孩子才能坚持持续学习完整的 16

次课，领悟不同的新知识，才能成长得更快。

孩子们看到我们父母的努力付出，身体力

行地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他们也会有坚

持到底的精神。更会懂得感恩，好好珍惜

来之不易的课程，课上认真听讲，课后做

好复习工作。每次到周末时间，孩子们都

会很期待着再去同心父母学堂上课，课上

的融洽氛围和父母的陪伴吸引着孩子，课

下孩子们会反过来追着我要课堂内容的练

习，巩固一下课堂知识。因为孩子们喜欢

做，做得开心，所以他们会一直坚持做下

去。特别是注意力训练课，孩子们学会了

基本流程操作，也乐于与其他小朋友分享。

同时，孩子们也了解了同心父母学堂的来

处及社会价值，让他们明白在这个社会中，

还有公益的机构在默默付出、无私地奉献，

也让孩子们更加懂得学会珍惜，更加懂得

感恩，现在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也要

成为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一员。

在同心父母学堂中，有几名义工很认

真地协助每期课堂，让主讲老师更加顺利

地完成课堂内容。他们默默付出的精神也

感动了我，当时我就有咨询了张志沿老师，

有机会，我也可以成为义工一员。在做义

工的过程中，能为他人服务，做点有意义

的事，真的很高兴。感恩父母堂，感觉同

心慈善会，后续有机会，我会继续坚持做

义工，做义工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拓展

自我知识的过程。正所谓，活到老，做到

老，学到老，无私付出是一种美德，学习

更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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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体验 急你所需

文\蓝欣怡妈妈

同心慈善会

接触同心是一件非常愉快及暖心的相

遇 ......

9 月 16 号午饭后跟同事的闲聊 , 说

A 同事前几天发同心父母学堂有开公益课

《全脑教育及手指快算》系列课程，且提

她女儿从 1 年级就有上过同心父母学堂及

上课后的受益非浅并提到主讲杨老师和颜

老师各种好评后，听了主题课程非常符合

我需求，果断要了报名方式，当我打开手

机报名时已截止报名了，心凉凉的；然后

通过公众号后进行 2019 年父母学堂微信

群，报着试试的心态在群里 @ 管理员张志

沿老师“有没有报名无法参加名额能否留

个给我”奇迹般得到神速回复且与之通过

电话后，讲述孩子今年一年级正需要这样

的课程后得到张老师大力帮忙报上名额，

后面在群里看到前面很多报名因不符合当

下所急需此课程条件人员也淘汰不能参

加 ...... 让我感受到同心确实是在认真

做公益在帮忙有需要的人 , 没有复杂的流

程，没有任何推广的套路，更是一种暖心

的体会 ,急你所需 .

上了几节课后 , 我们也慢慢被课堂的

内容感染到 ......

记得上完第一节课后 ,“妈妈，老师

说的双数个位数是 0、2、4、6、8, 孩子从

这推算出双的反义词是单 , 后面经过沟通

也明白了个位数是1、3、5、7、9都是单数;

一天晚上我女儿跟以往一样做完作业

让我确认签名 , 我发现数学题有做错且让

其检查没发现问题后当时出于本能反应刚

要开口批评时，想到课堂提到语言的力量

是巨大的 , 孩子是家长的嘴巴里长大的 ,

学会表扬、肯定孩子,孩子就会越来越进步，

故而我放轻语调，表扬了容易出错的题目

做对了，做错的题目也让娃反思了粗心的

行为，结果我们愉快完成了作业；

我们每天辛苦下班、孩子完成学习任

务后，都要进行一场互动游戏，抓泥鳅、

蜻蜓扑扑飞、就要输给你，总能在这些游

戏中提高孩子反应能力及愉快增加了我们

的亲子关系；

从最近孩子想着跟我们互动游戏、数

子游戏；我们也努力做“教练型”父母陪

伴娃一起上学、一起看书，希望孩子成为

终身学习的主人。

感恩同心举办的父母课堂，传递这么

多亲子教育及全脑开发知识， 我们会努力

做到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把更多的

爱心及正能量传播出去、反馈给社会，谢

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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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与孩子的实际，与孩子换位思考，真

正的走进孩子的心里面，与女儿交友谈心，

要全身心的通过行动来引导孩子行为。 

在父母学堂里共同学习，回家后亲子

共同练习。当学习成为一种习惯，学习就

会成为一种乐趣。培养良好学习习惯是一

项长期行程，孩子也学会计划自己的学习

内容和学习时间；

父母与多花时间孩子交流沟通；来父

母学堂之前，我都以工作忙等为借口，忽

略了与孩子的沟通；孩子不听话，打骂什

么方法都用过了，就是不管用；参加父母

学堂之后，知道了我有很大责任，现在是

多花时间陪孩子，多多听取孩子的内心想

法与愿望，更有耐心理解孩子的缺点。

我记得在 2017 年的 9 月份，刚走进

同心父母学堂，感到同心义工的亲切感，

在一年多与大女儿的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使我感到每一期义工们与老师的无私服务

精神，当我知道同心父母学堂的老师也是

同心的义工，让我在 2019 年 4 月份也参加

了同心 54 期义工的培训，想要去帮忙更多

人，学习同心义工精神，感恩、尊重、服务，

及时，务实。

做父母都是第一次，没经过任何学

习，就教育孩子，现在社会上大部分的机

构是学生兴趣班，而很少有亲子共同学习

的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任

何人都不能取代的，孩子就是家长的影子，

家长的行为习惯在孩子身上表现的淋漓尽

致。

走进同心父母学堂，多次学习颜老

师的注意力，其实是平衡力训练，协调能

力训练，听觉能力训练，视觉能力训练，

注意力训练可以培养孩子协调能力，亲子

之间相互学习，在趣味互动中共同成长 . 

而一旦注意力涣散了或无法集中，心灵的

门户就关闭了，一切有用的知识信息都无

法进入 ; 

走进同心父母学堂，多次学习全脑

教学，手指游戏、手指快算、手指尖的计

算高手，游戏中的数学启蒙，给女儿在游

戏中学习，脑、口、手同步练习，促进左

右脑开发、提升专注力、增强记忆力。

   父母与孩子共同学习，共同游戏。

就是父母都要积极参与到宝宝们的言传身

教中来的理念，通过规范自身的行为习惯，

包括与孩子看的动画片，结合自身的知识

同心慈善会

感受爱 传递爱

文\陈凤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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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父母学堂

文\许亚棉

不知不觉已经和同心父母学堂一起

走过了 3 年时间，我依旧清楚的记得第

一次走进父母学堂是怎样的心情。17 年

9 月 17 日，源于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时

正是我和孩子最紧张焦虑的时候，亲子

关系一再降到冰点。在心理辅导中心的

杨老师介绍下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

加了父母学堂课程。那时的课堂上只坐

了大概十几二十个人，都是因为家里有

个让人伤脑筋的孩子，家长的脸上也都

是带着着复杂且难于言喻的表情；课堂

上，老师对我们都进行了一次“踩雷”

测试，对于原本自认为教育方法无误的

我们来说，该踩不该踩的雷区，我们都

踩了。说实在话，那样的测试，那样的

一堂课下来，我却更加迷茫了。

第二次进学堂，我与孩子的亲子关

系依旧紧张。因为那堂课的主题标语是

“你家孩子是否专注力不集中，是否坐

不住……”所以我又一次决定参加，想

看看是否能得到我想要的结果。那次是

我强制押着孩子进学堂，孩子却是百般

的不情愿，在课堂上他显得非常的烦躁， 

我一方面想通过亲子课堂来改善我们之

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因为他的表现感

到生气；估计是老师注意到我们之间的

微妙动作，故意请我们上台做亲子示范，

我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孩子则是兴

趣缺缺，无动于衷。示范中是需要俩人

相互配合完成的，在示范结束后，明显

感觉到孩子对课堂不再像之前那么排斥，

对我的态度有所缓和。

通过父母学堂的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发

现了我传承的上一辈的教育方式理念，不完

全是正确的，可行性对于现在的孩子而言，

不一定适用。在课堂后，我采购了很多相关

的书籍，准备深入的学习，反省。这几年来，

跟着父母学堂一起学习，反思，实践，操作，

我们的亲子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孩子在这 3

年来，性格也越来越稳重，也越来越贴心，

学会换位思考，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替他们着

想，虽然成绩依然不尽人意，但是行为举止

已经是有很大的进步。在日常生活中，如果

我遇到有类似问题的父母，我也会尽力的去

跟他们分享我在父母学堂所学习到的，也会

推荐他们来父母学堂一起学习。我期望每对

父母能成为孩子心中理想的父母，每个孩子

都能成为爸妈心中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最后把在父母学堂学到印象最深刻的一

句话推荐给大家：父母给予孩子生命，孩子

成就了父母慧命。

同心慈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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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慈善会

亲子互动  点滴做起

文\叶明昊

如今的社会，学习不再是小孩子个人

的事情，而是与父母肩并肩共同学习，共

同探索一场欢乐的学习之旅。同心慈善会

的父母学堂，强调的亲子间互动配合，高

品质的陪伴。因此我们来了。

“宝贝，我们一起上发言好吗 ?”我

主动向我的 2 位孩子发出了邀请。今天是

我们第三次参加父母学堂的全脑教育亲子

公益课，我的孩子们都不敢主动登台发言。

而这里多半是同龄的小朋友，我希望他们

可以在本该属于他们的舞台去好好释放他

们的天性。在围绕杨老师抛出的橄榄枝“最

自豪的事”下快乐地分享及回忆他们的故

事。为了鼓励他们，我与他们同台而上。

没想到，哥哥在杨老师的耐心引导下，顺

利地分享了他的故事。小宝腼腆扭扭捏捏，

杨老师反过来安慰我说：没关系他这次能

够大胆站到舞台上来，下次就会大胆地表

达出口。杨老师总是那么的温馨，就像暖

冬的太阳，跟着她，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快

乐起来，不由得想努力做好家长这一角色。

 杨老师的课，我们都会觉得很有仪

式感。伴随着“早上好”问候，及“好，

很好，非常好，越来越好”的回复后。我

们便一起高歌同心慈善会的主题歌《让爱

回家》，是呀！没有家哪有国，没有家哪

有你我他。家永远是宁静的港湾。

 杨老师的课，基本不需要反复强调

课堂纪律。她总有妙招，她总是告诉小朋

友们要做自己的小主人，经营好自己，并

且相信小朋友们。

杨老师的课，不怕冷场，每次一提出

问题，台下一大堆举手要抢着回答问题，

她总能简单地用“高手”两字，一语双关

就完美地调动了整个课堂气氛。

杨老师的课，小朋友们都会重新认可

自己，让他们知道：我行我可以。

杨老师的课，总是充满笑声，如春风

吹送，遍地花开。

可能有人会我：我和同心父母学堂

的渊源是什么？因为这里有一群可爱的人

儿，他们为贡献社会而自豪，无私奉献却

从不索求回报。只要你有一个向上、向善

的心，这里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千言万语道不尽，我苦思冥想，要怎

么为这篇文章做一个完美地 ending 呢？

我想最佳的就是直接引用杨老师的话来作

为收尾，借此来传达正能量。

教育是一个系统，学习也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孩子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我们在了解孩子的情况下，运用正确的教

育方法，才能培养出完整、健康人格的孩

子，这样的孩子能适应社会，创造美好的

未来！（摘自杨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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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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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秘书

十一月

杨锋 曾丽璇 苏雪娜 魏惠仙 林少钱 吴海绵 陈玉莲 郭水来 
陈文坚 陈秀华 黄干忠 潘秋英
肖天林 王成泉 郑秀清 杨轶博 王美红 王玉秀  洪淑卿  陈秀琼 
张晓宇 柯燕燕 邱添英 詹鸣凤 陈彩銮 郑碧霞  陈却  
 
卓懋百 施珊娜 黄源黎 蔡仰权 吴冬梅 林翎  洪彩琼   
  
陈柏茂 吴双燕 李马腾 宋英春 蒋换治 殷国庭  蔡金桔  王福义 
林清花 蔡娥香 洪洺燕 
龚玲玲 李取花 蔡加红 吕金川 张翠玲 许莹莹  沈梅芬  魏燕真  
  

张雅婷 蔡林美 郑华芳 陈津琳 王志强 谢家和  刘丽川  朱莉莉 
陈宝治   
    
吴云婷 陈丽容 周冬梅 常玉辉 江明珠  洪燕玲  郭志辉   
      

王玫 张德财 赵见 蔡丽珍 谢碧云 陈清  卢丽春 张秀恭  
  
黄长金 林莉 黄清波 廖海燕 高倩 林金惕  王春云   
  
洪梅 方秀珍 潘真枝 练玉黎 魏桂香 郭文姬  郑份 林峰 
涂东阳   
蒋龄捷 王芬芳 曹玮婷 黄若珊 王杰超 林芳  陈东军 吕小如 
朱永凤 高锦凤     
王锦丽 吴勤华 黄丽莲 曾馨锐 韩步英 陈波夫 黄代建  陈轻快 
戴秀金 许彩虹     

孙秀云 陈金凤 蔡景裕 郭荣青 袁景春 陈真真 修马哩 周兴火 
蔡志荣  蔡生治 丘善英 李秀珍  林婷婷     
苏毅 叶晓琳 林宏杰 陈彩虹 余秋琴 林旭煌 蔡小洁 吴琼瑱  
  
陈加兴 黄龙凤 曾生治 黄金连 郭伟庭  许桃治  王柏林  许文端 
李睿洁   

苏芬 苏雪月 曾秀连 刘建伟 刘勇 曹荣娣  黄红缨   
  
王凤阳 林素芬 徐骥周 王雪 王凤阳 洪延平  柳宝惜  叶巧玉 
余秀琴 陈染意 蒋育璇 张英

请您将我们的祝福带给您的父母、您的家人、感谢他们为社会、

为同心培养出、奉献出这么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的您！

11 月 01 日

11 月 02 日

11 月 03 日

11 月 04 日

11 月 05 日

11 月 06 日

11 月 07 日

11 月 08 日

11 月 09 日

11 月 10 日

11 月 11 日

11 月 12 日

11 月 13 日

11 月 14 日

11 月 15 日

11 月 16 日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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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英 王静 徐勋明 陈素凉 詹联棼 吴燕评  刘平利 
陈君玉 邓练娥   
     
李普荣 陈乌绸 王秀迎 林慧敏 宋莉萍
     
彭红英 李照华 潘胜文 朱炎火 代玉珍 朱水仙  苏素花  
   
夏启珍 林小持 张晓蓉 黄辉从 林柑花 郭勇刚

李建党 陈梅 汪云雁 陈小丽 吴锦华 程军   林丽石羡 
吴阳君 林小云   

郑素琴 陈燕飞 何云芳 蔡荣华 纪妙珍 曾子航  陈志鸿  
陈燕飞 洪加艺 释学恒 杜育众 杨凌
朱丽妹 郭素静 郑思怡 郭丽珍 李凤莲 胡石英   陈凤 
黄鑫 曹群芳 释学道  

杨昭 洪艺珊

伍子金 张逢梅 王路阳 洪香水 陈胜发 童秀兰  谢八妹哩 
    
李泽毅 陈明华 白掽治 俞凤莲 周金雨 陈永安  许锦兰 
吴伟真 林卿   

丁玉屏 林丽英 陈志雄 肖英香 陈宝珠 颜美淑  
    
罗淑林 黄顺胜 辛毓清 许惠敏 刘祥玉 朱燕泥  康冬苹  
   
王德化 郭海森 刘学银 周冬霞 马惠平 姚伟妹  金艳  
   
    
   

11 月 18 日

11 月 19 日

11 月 20 日

11 月 21 日

11 月 22 日

11 月 23 日

11 月 24 日

11 月 25 日

11 月 26 日

11 月 27 日

11 月 28 日

11 月 29 日

11 月 30 日

同心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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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秘书

同心新星榜

10月新增个人会员

  10 月新增家庭会员

         张曙娟  郭丽月 洪集团 陈亚玉  蔡志惠 

         洪留   杨少晖 张怀秋 陈在   

洪勇惠之家        陈金凤之家        陈文聪之家 

曾章泽合家        陈英雄之家        陈和田之家

陈延坤之家        陈东旺之家        朱玉根之家 

如意之家        张元懿阖家 

  10 月新增慈佑委员

夏丽丽  陈彬彬   李丽青    谭惠心     陈莉

陈秀

 10 月新增团体会员

厦门鑫金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0 月新增福佑委员

  陈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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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秘书

同心志业联络簿

厦门市同安区同心慈善会

地址：厦门市同安区城南工业区霞煌路 94 号

电话：0592-7369381

厦门市翔安区同心儿童院

地址：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大宅社区大宅里 197 号

电话：0592-7806633

厦门市同心义工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路 889 号禾山街道

社区服务中心综合大楼 1号楼 417 室

电话：18059829219

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47 号之一 102 单元

电话：0592-5023123 0592-5022929

厦门市思明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38 号华强企业大楼 301 室

电话：0592-5188170

厦门市同安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市同安区城南工业区霞煌路 94 号

电话：0592-7369387

厦门市翔安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大宅社区大宅里 197 号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滨安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园

电话：0592-7181919

长汀县同心学校

地址：长汀县河田镇水东坊 81 号

电话：0597—6510043   158595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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