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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制定学乐计划表

“有句话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在我看来，陪娃也是一样的：没有差妈妈，

只有懒妈妈。” 顺利妈妈介绍，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她家的两个孩子从正月初

三开始就再没出过门，每天面对两只“神兽”，

加上有疫情阴影，没两天，家里就出现了一

些小混乱，“不是大娃抢了小娃的玩具，把

小的弄得哇哇大哭，就是爸爸妈妈一和大

娃说话，小娃就大声叫和抢话，家里‘热闹’

极了。”

说起前段时间的抗疫宅家生活，顺利

妈妈笑着说当时真“头疼”。但是她很快想

出了办法，“我和孩子爸爸着手制定了一份

详细的《学乐计划表》。”

根据计划表，上午，顺利妈妈和孩子爸

爸轮流给大娃复习上学期的语文和数学，同

时对寒假作业进行讲解 ；下午是家庭娱乐时

间，她会在手机上提前找出一些网课，带上

孩子一起动手开展趣味手工，或者和孩子们

一起玩运动游戏，“比如把家里的塑料凳子

放倒，我们往里面滚球，看谁滚得多，这个

过程按爸爸、妈妈、姐姐、弟弟的顺序来，

不光是种锻炼，同时也在游戏里养成孩子的

排队意识和顺序意识。”

02 “冷处理”解决“小麻烦” 

“ 这个 计 划 表 能 顺 利 实 施，

还是网课给了我启发。”顺利妈

妈说的“网课”，是湖南省妇联、

家校共育网为抗击疫情开放

的湖南省网上家长学校免费

课程。

“刚开始，小娃不配合，

总是想和姐姐一起玩，吵得

姐 姐 无法专心学习，我强行

把小娃拉出姐姐房间，小娃就

会又哭又闹，讲道理根本听不进，

“最美妈妈”陪两个娃变身科学达人
01 防疫在家，

一起玩科学小游戏

“今天我们一起玩的科学小

游戏是：如何把装满水的杯子倒

立，还让杯子里的水 不会洒出

来？”2 月 16 日，记者联系诚妈

的时候，诚妈正要开始当天的科

学课，于是，记者也一同在线“围

观”了这堂特殊的网课。

科学 课 是诚 妈和两个孩子

每天固定的“实验时间”。当记

者问起诚妈为什么会在家做实验

时，诚妈说 ：“因为泽语刚刚学

习了水压的原理，所以我就想用

这个小实验更好地让他理解这个

知识点。”

这段时间停业陪娃 上网

课会不会焦虑？诚妈说自己

“完全没有”。

诚妈说，她一开始就参

加了湖南省网上家长学校的

教育课程，专家们讲述的不

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

办法，让她很受益。也是这样，

她才想出了宅家的这段时间，利

用家里的物品开展科学小实验的

亲子陪伴方法，一方面既能帮哥

哥巩固知识又能带弟弟玩，另一

方面哥哥会尽可能用弟弟能理解

的方式传授给弟弟，还锻炼了哥

哥的表达能力，“一举多得！”

诚妈还在家开启了“防疫在

家，一起玩科学小游戏”家庭小

话题，让全家一同参与选择下一

次的实验项目，“倒立水的游戏

让哥哥和弟弟屡试不爽，让我发

现宅在家里也能快乐地学习知

识，重要的是肯用心、有方法。”

02 妈妈变身家庭 MV 导演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都是

男孩，难免会有争吵的现象，尤

其是哥哥有可能会觉得弟弟争

宠，父母处理关系不公平……”

诚妈分享她的教育原则就是：允

许小私心，不刻意让孩子学“谦

让”。

诚妈说她会在平时的生活中

一边观察一边和哥哥讲道理，让

哥哥认识到弟弟有特殊照顾的

需要，但也会照顾哥哥的不愿意，

不会片面地认为哥哥怠慢或者懒

散，而且她每天都会抽出时间与

哥哥单独相处，即便再累也不会

取消与哥哥相处的机会。

“ 宅 在 家 里 这段 时 间，

感 受 最深的是陪 伴。”对

这次疫情爆发，诚妈不光

全心全意陪孩子聊天、玩

游戏，还在家当起了家庭

MV 导演，录制一首抗疫

歌曲视频，“这段时间给了

我更多启示：不抱怨，收好

坏脾气，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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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哭得更厉害。”正在顺

利妈妈一筹莫展的时候，她

想到从网上家长学校学习的

如 何 对 0-3 岁孩子 进 行 情

绪管理，形成规则意识的视

频教育，于是开始学着用视

频中学到的“冷处理”来解

决这个“小麻烦”。

“我就先把小娃抱到客

厅沙发上，任由他使劲哭，

我也不再劝他。过了一会儿，

他哭累了，我开始在他面前

摆弄他最喜欢玩的小车玩具

……”顺利妈妈分享说，起

初小娃也不搭理她，过了一

会耐不住，就慢慢和她玩到

了一起，等他玩开心了，顺

利妈妈就对小娃说，姐姐在

学习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去

吵闹，“他有点委屈的‘嗯’

了一下，那天下午等姐姐再

学习时，小娃到房门口悠了

一圈，就慢慢走开了。”

先解决情绪问题，再形

成规则意识。“后来只要姐

姐上网课或是写作业，小娃

都不会进姐姐房间了，等两

个娃 顺 顺当当能分 开行 动

后，我也开始和小娃陪一些

读绘本、涂鸦的有趣活动。”

就 这 样，顺利妈妈成 功解

决了这个相互打扰的“小麻

烦”。

03 孩子上网课，
妈妈也要提前备好课

正月初十，顺利妈

妈开始正式上班，大娃

的网课也在正月十六

正式开始。

“刚开始，我对网

上教学效果也有担忧，

担心我们上班去了孩子

不会认真上课，拿手机去

看 动 画 片。” 顺 利 妈 妈说，

为了帮 孩子上 好 网 课， 她

提前几天就摸索做了些“功

课”。

“根据老师提前发布的

电子课表，我会自己提前把

她要学的相关内容进行浏览

和初步学习，下班回家后，

还会根据当天网课的学习要

点检查孩子的作业。”通过

几天的 摸 索，顺 利妈妈说

她家大娃的网上学习就比较

顺畅了。对有些家长的“网

课吐槽”，卢顺利妈妈认为，

网课是现阶段最 好的学习

方式，也可以达到不错的效

果，“关键是家长要和孩子

同步学习。”

“上班之余，我会抽点

时间看下孩子当天的上课视

频，中午和晚上回家可以和

孩子一起探讨，我也能从她

的网课中学到怎样用孩子更

能接受的方式去讲解知识

点。”对于宅家抗疫想让孩

子学习好，顺利妈妈的最大

体会是，不要只把孩子交给

老师和电脑，自己更要有实

实在在的行动，做个勤快的

妈妈，提升自己当妈妈的能

力，和孩子一起学习。

抗疫妈妈介绍

扫一扫，看视频
诚妈科学课：如何立鸡蛋

抗疫妈妈介绍

“顺利妈妈”名叫卢顺利，是娄底市娄星区的一名公

务员，今年36 岁，家有两宝。9岁的大女儿刘钰延乖巧

懂事，3 岁小儿子刘域行精力旺盛。在她看来，想要娃的

网课顺利，妈妈自己也得备好课，因为“世上没有差妈妈，

只有懒妈妈！” 扫一扫，看视频
顺利妈妈的网课体验

30万孩子和家长线上学习
为帮助家长利用好疫期这段特殊

的时间做好家庭教育，有效提升亲子

陪伴质量，从 2月3日起，湖南省妇联、

家校共育网将湖南省网上家长学校面

向全国家庭免费开放全站资源，目前

已有近 30万孩子和家长参与了线上学

习。此次免费开放资源包括1000 余节

视音频课程，1000 余篇育儿百科文章、

以及儿童青少年测评系统（共7套量

表），涵盖 0 到18 岁孩子成长过程中

所有重要话题，内容涉及孩子的生理

发展、心理健康和能力培养等方面。

2 月6日至 8日，网上家长学校

推出的每天一场“防疫系列·公益直

播课”，分别邀请了全国妇联《婚姻与

家庭》首席教育专家刘勇赫、中国教

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蓝玫以及湖南中医药大学心理系副教

授肖长根等三位专家，围绕特殊时期

的亲子关系维护、良好的学习习惯养

成与疫情下的价值观培养三个方面做

了深入的解析与答疑。三场公益直播

课的在线参与人数共计15.2 万人次，

在线互动量高达 2.3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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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抗疫记

湖南省网上家长学校免费开放
全站资源

“最美的妈妈”，是8 岁

的黄泽语和 4 岁的黄泽棋

对诚妈每天必有的赞美。因

为，认真的女人最美，求

真的妈妈最美。宅家抗疫，

停课不停学，在这个特殊的

假期里，最让诚妈引以为傲

的事情，就是每天带上两个

孩子开启家庭科学实验室。

诚妈名叫唐诚成，今年

33 岁，在长沙市雨花区开

了一家书店。因为疫情的原

因，书店这段日子闭店没开

门，于是她利用这段难得的

时光，好好地陪了一把孩子

的网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