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尔康与爸爸贺岩

陪考妈妈 家长自律孩子自觉

内心紧张也要故作轻松
本报记者 孙彩霞

� � 还有一天就要高考了， 作为考生的
父母并不轻松， 为孩子做全方面的“服
务”。 饭要吃得有营养、觉得睡得有质量、
家中氛围得保持轻松、 孩子有压力得帮
助缓解……凡是对孩子高考有帮助的
事，哪怕是一丁点的帮助，父母也倾心倾
力去做。

无微不至的照顾

6 月 5 日， 记者走近高三学生甜甜的
家，甜甜的妈妈樊文杰正在院子里洗衣服。
看到记者到来，樊文杰起身擦擦手，跟记者
交谈起来。

记者留意观察了一下盆里的衣服，全
是甜甜的，“这孩子的皮肤易过敏， 衣服必
须一天一换，不然皮肤就会起疙瘩。这会儿
可不能出任何问题， 不然会影响学习和考
试状态。 ”担心衣服没得换，只要是晴天，樊
文杰就把女儿的衣服洗了。

在樊文杰的带领下， 记者走进了甜甜
的房间。粉色的墙壁是特意为甜甜粉刷的，

“女孩子，都喜欢粉色。 ”樊文杰说。 甜甜自
制了高考倒计时牌子，担心孩子心理紧张，
就被爸爸塞在了床底下； 房间的小盆栽正
迎着太阳呼吸……

事实上，这间温馨、整洁的小屋，每天
都是女儿走后樊文杰为女儿收拾出来的，
这都是为了马上高考的甜甜， 放学回家有
个好心情。

朋友式沟通方式

樊文杰告诉记者， 因为学习压力大的
缘故， 甜甜偶尔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尤
其是家里人问她模拟考试成绩时，甜甜
会不愿回答，要是再接着问，可能就会
不高兴。

于是樊文杰和家里人商量好， 临近考

试的 3 个月里， 任何人不允在家里提及考
试相关的事，除非甜甜自己主动说。

吃饭时， 看电视节目的权利掌控在甜
甜手里，喜欢什么就看什么。“我家孩子很
自觉，看电视不用催，她心里有数。 ”甜甜不
看电视的时候，樊文杰就把电视关掉，即使
看，也会将声音调到很小，给孩子好的休息
环境。

为了能跟孩子更好地沟通， 樊文杰特
意找甜甜比较喜欢的话题， 谈话方式也是
朋友式的随意聊一些轻松话题，如近期《奔
跑吧！ 兄弟》里都有哪些嘉宾……

专家式协助辅助

为了让孩子保持最佳的身体和心理状
态， 樊文杰每天都会跟电视上学习各种美
食的烹饪方法，换着花样给甜甜做，并且还
会考虑到营养均衡。

早晨 6 点，樊文杰会准时去早市，准
备当天的果蔬，在中午甜甜放学之前，提
前半个小时备好午饭， 目的就是节省女
儿的时间，让孩子中午能多休息一会儿。
吃午饭时， 樊文杰更多时间是在观察女
儿对饭菜的反应， 喜欢吃的， 下次接着
做。

不仅如此，樊文杰会经常与老师沟通，
或上网关注高考信息， 查找一些调整高考
生心态的方法。“老师说了，越接近考试时
间，通过复习提高成绩的可能性较小，关键
的是考生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在考场
上正常发挥便可以。 ”樊文杰跟女儿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管考得如何， 正常发
挥就好。 ” 虽然樊文杰希望女儿取得好成
绩，考一所好大学。

“我都快成高考专家了”，樊文杰自己
调侃道。在谈话中，记者能感受到她比女儿
还紧张，“但是，在孩子面前要故作轻松，要
求女儿独立去应对。 ”

家长要静静地守候

� � “不管你内心多么汹涌澎湃， 面对你的孩子都要风平浪
静。”高考日益临近，不少家长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贺岩却将
如是心得分享给更多家长。并且，这几天，一家三口在家时，他
们都不提与高考有关的一切，怕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紧张。不
仅如此，每天晚上，贺岩都要再三催促孩子早点睡觉。

“到这个时候了，多看几眼书派不上大用场，让孩子吃好休息
好是最关键的。 ”贺岩说，对于他来讲，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最重要。

“我在静静等待，等待孩子成功归来！ ”说这话时，贺岩眼
里闪出了别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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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彩红

� � 一天三顿饭，他亲自操刀下厨；在女儿求学路上，他是良
师又是益友；他叫贺岩，是女儿口中的“猫爸”。

为啥称他为“猫爸”，一家人给出了诠释，一则脾气好，除
了二般情况，一般不发脾气。 二则，在女儿成长路上，他总能
循循善诱。

女儿贺尔康今年参加高考，对于贺家来讲，这是一件大
事。 但坐在记者对面的“猫爸”一脸轻松：“我相信自己的女
儿，她很出色，她一定会考好！ ”

育女心得一：孩子要自己带
� �“教育、引导、督促、鼓励”每每家长们
交流育儿心得时，“猫爸”总会搬出自己 8
个字的心得。作为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的一
名老师，对女儿的每一步成长，贺岩格外
关注。

“孩子从小就应该自己带。 ”贺岩介
绍，只有孩子跟父母在一起，才能够增进

彼此了解，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
贺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作

为一个父亲，贺岩拿出了十二分的耐心对
待女儿。孩子小时候，妻子上班忙，贺岩承
担了照顾孩子的重任，陪着孩子玩，变着
花样给孩子做饭，陪着孩子学习，给孩子
讲故事……

育女心得二：好孩子需要鼓励
� � 贺岩常说，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孩子的信心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 由
于孩子母亲的脾气有些急躁，有时候爱吵
孩子。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性格相对柔和
的贺岩便接手辅导孩子的学习。

贺岩介绍，对待孩子的学习，他一
般都是以鼓励为主。 考试成绩好，要鼓
励，鼓励孩子再接再厉。 考试成绩不理

想，帮孩子分析原因、找出问题的同时，
更要鼓励。 这种鼓励在一定程度上是鞭
策、激励，让孩子有自信心投入到学习
当中。

女儿贺尔康就是在父亲不断鼓励下，
在去年高考中考了 615分。因为与理想学
校还有点差距，一家人商量后决定，复读
一年后继续朝着理想目标冲击。

高
考
寄
语

陪考妈妈 家长自律孩子自觉

内心紧张也要故作轻松
本报记者 孙彩霞

� � 还有一天就要高考了， 作为考生的
父母并不轻松， 为孩子做全方面的“服
务”。 饭要吃得有营养、觉得睡得有质量、
家中氛围得保持轻松、 孩子有压力得帮
助缓解……凡是对孩子高考有帮助的
事，哪怕是一丁点的帮助，父母也倾心倾
力去做。

无微不至的照顾

6 月 5 日， 记者走近高三学生甜甜的
家，甜甜的妈妈樊文杰正在院子里洗衣服。
看到记者到来，樊文杰起身擦擦手，跟记者
交谈起来。

记者留意观察了一下盆里的衣服，全
是甜甜的，“这孩子的皮肤易过敏， 衣服必
须一天一换，不然皮肤就会起疙瘩。这会儿
可不能出任何问题， 不然会影响学习和考
试状态。 ”担心衣服没得换，只要是晴天，樊
文杰就把女儿的衣服洗了。

在樊文杰的带领下， 记者走进了甜甜
的房间。粉色的墙壁是特意为甜甜粉刷的，

“女孩子，都喜欢粉色。 ”樊文杰说。 甜甜自
制了高考倒计时牌子，担心孩子心理紧张，
就被爸爸塞在了床底下； 房间的小盆栽正
迎着太阳呼吸……

事实上，这间温馨、整洁的小屋，每天
都是女儿走后樊文杰为女儿收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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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故， 甜甜偶尔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尤
其是家里人问她模拟考试成绩时，甜甜
会不愿回答，要是再接着问，可能就会
不高兴。

于是樊文杰和家里人商量好， 临近考

试的 3 个月里， 任何人不允在家里提及考
试相关的事，除非甜甜自己主动说。

吃饭时， 看电视节目的权利掌控在甜
甜手里，喜欢什么就看什么。“我家孩子很
自觉，看电视不用催，她心里有数。 ”甜甜不
看电视的时候，樊文杰就把电视关掉，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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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式协助辅助

为了让孩子保持最佳的身体和心理状
态， 樊文杰每天都会跟电视上学习各种美
食的烹饪方法，换着花样给甜甜做，并且还
会考虑到营养均衡。

早晨 6 点，樊文杰会准时去早市，准
备当天的果蔬，在中午甜甜放学之前，提
前半个小时备好午饭， 目的就是节省女
儿的时间，让孩子中午能多休息一会儿。
吃午饭时， 樊文杰更多时间是在观察女
儿对饭菜的反应， 喜欢吃的， 下次接着
做。

不仅如此，樊文杰会经常与老师沟通，
或上网关注高考信息， 查找一些调整高考
生心态的方法。“老师说了，越接近考试时
间，通过复习提高成绩的可能性较小，关键
的是考生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在考场
上正常发挥便可以。 ”樊文杰跟女儿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管考得如何， 正常发
挥就好。 ” 虽然樊文杰希望女儿取得好成
绩，考一所好大学。

“我都快成高考专家了”，樊文杰自己
调侃道。在谈话中，记者能感受到她比女儿
还紧张，“但是，在孩子面前要故作轻松，要
求女儿独立去应对。 ”

家长要静静地守候

� � “不管你内心多么汹涌澎湃， 面对你的孩子都要风平浪
静。”高考日益临近，不少家长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贺岩却将
如是心得分享给更多家长。并且，这几天，一家三口在家时，他
们都不提与高考有关的一切，怕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紧张。不
仅如此，每天晚上，贺岩都要再三催促孩子早点睡觉。

“到这个时候了，多看几眼书派不上大用场，让孩子吃好休息
好是最关键的。 ”贺岩说，对于他来讲，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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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女心得一：孩子要自己带
� �“教育、引导、督促、鼓励”每每家长们
交流育儿心得时，“猫爸”总会搬出自己 8
个字的心得。作为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的一
名老师，对女儿的每一步成长，贺岩格外
关注。

“孩子从小就应该自己带。 ”贺岩介
绍，只有孩子跟父母在一起，才能够增进

彼此了解，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
贺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作

为一个父亲，贺岩拿出了十二分的耐心对
待女儿。孩子小时候，妻子上班忙，贺岩承
担了照顾孩子的重任，陪着孩子玩，变着
花样给孩子做饭，陪着孩子学习，给孩子
讲故事……

育女心得二：好孩子需要鼓励
� � 贺岩常说，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孩子的信心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 由
于孩子母亲的脾气有些急躁，有时候爱吵
孩子。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性格相对柔和
的贺岩便接手辅导孩子的学习。

贺岩介绍，对待孩子的学习，他一
般都是以鼓励为主。 考试成绩好，要鼓
励，鼓励孩子再接再厉。 考试成绩不理

想，帮孩子分析原因、找出问题的同时，
更要鼓励。 这种鼓励在一定程度上是鞭
策、激励，让孩子有自信心投入到学习
当中。

女儿贺尔康就是在父亲不断鼓励下，
在去年高考中考了 615分。因为与理想学
校还有点差距，一家人商量后决定，复读
一年后继续朝着理想目标冲击。

陪考妈妈 家长自律孩子自觉

内心紧张也要故作轻松
本报记者 孙彩霞

� � 还有一天就要高考了， 作为考生的
父母并不轻松， 为孩子做全方面的“服
务”。 饭要吃得有营养、觉得睡得有质量、
家中氛围得保持轻松、 孩子有压力得帮
助缓解……凡是对孩子高考有帮助的
事，哪怕是一丁点的帮助，父母也倾心倾
力去做。

无微不至的照顾

6 月 5 日， 记者走近高三学生甜甜的
家，甜甜的妈妈樊文杰正在院子里洗衣服。
看到记者到来，樊文杰起身擦擦手，跟记者
交谈起来。

记者留意观察了一下盆里的衣服，全
是甜甜的，“这孩子的皮肤易过敏， 衣服必
须一天一换，不然皮肤就会起疙瘩。这会儿
可不能出任何问题， 不然会影响学习和考
试状态。 ”担心衣服没得换，只要是晴天，樊
文杰就把女儿的衣服洗了。

在樊文杰的带领下， 记者走进了甜甜
的房间。粉色的墙壁是特意为甜甜粉刷的，

“女孩子，都喜欢粉色。 ”樊文杰说。 甜甜自
制了高考倒计时牌子，担心孩子心理紧张，
就被爸爸塞在了床底下； 房间的小盆栽正
迎着太阳呼吸……

事实上，这间温馨、整洁的小屋，每天
都是女儿走后樊文杰为女儿收拾出来的，
这都是为了马上高考的甜甜， 放学回家有
个好心情。

朋友式沟通方式

樊文杰告诉记者， 因为学习压力大的
缘故， 甜甜偶尔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尤
其是家里人问她模拟考试成绩时，甜甜
会不愿回答，要是再接着问，可能就会
不高兴。

于是樊文杰和家里人商量好， 临近考

试的 3 个月里， 任何人不允在家里提及考
试相关的事，除非甜甜自己主动说。

吃饭时， 看电视节目的权利掌控在甜
甜手里，喜欢什么就看什么。“我家孩子很
自觉，看电视不用催，她心里有数。 ”甜甜不
看电视的时候，樊文杰就把电视关掉，即使
看，也会将声音调到很小，给孩子好的休息
环境。

为了能跟孩子更好地沟通， 樊文杰特
意找甜甜比较喜欢的话题， 谈话方式也是
朋友式的随意聊一些轻松话题，如近期《奔
跑吧！ 兄弟》里都有哪些嘉宾……

专家式协助辅助

为了让孩子保持最佳的身体和心理状
态， 樊文杰每天都会跟电视上学习各种美
食的烹饪方法，换着花样给甜甜做，并且还
会考虑到营养均衡。

早晨 6 点，樊文杰会准时去早市，准
备当天的果蔬，在中午甜甜放学之前，提
前半个小时备好午饭， 目的就是节省女
儿的时间，让孩子中午能多休息一会儿。
吃午饭时， 樊文杰更多时间是在观察女
儿对饭菜的反应， 喜欢吃的， 下次接着
做。

不仅如此，樊文杰会经常与老师沟通，
或上网关注高考信息， 查找一些调整高考
生心态的方法。“老师说了，越接近考试时
间，通过复习提高成绩的可能性较小，关键
的是考生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在考场
上正常发挥便可以。 ”樊文杰跟女儿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管考得如何， 正常发
挥就好。 ” 虽然樊文杰希望女儿取得好成
绩，考一所好大学。

“我都快成高考专家了”，樊文杰自己
调侃道。在谈话中，记者能感受到她比女儿
还紧张，“但是，在孩子面前要故作轻松，要
求女儿独立去应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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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管你内心多么汹涌澎湃， 面对你的孩子都要风平浪
静。”高考日益临近，不少家长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贺岩却将
如是心得分享给更多家长。并且，这几天，一家三口在家时，他
们都不提与高考有关的一切，怕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紧张。不
仅如此，每天晚上，贺岩都要再三催促孩子早点睡觉。

“到这个时候了，多看几眼书派不上大用场，让孩子吃好休息
好是最关键的。 ”贺岩说，对于他来讲，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最重要。

“我在静静等待，等待孩子成功归来！ ”说这话时，贺岩眼
里闪出了别样的光彩。

育女心得一：孩子要自己带
� �“教育、引导、督促、鼓励”每每家长们
交流育儿心得时，“猫爸”总会搬出自己 8
个字的心得。作为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的一
名老师，对女儿的每一步成长，贺岩格外
关注。

“孩子从小就应该自己带。 ”贺岩介
绍，只有孩子跟父母在一起，才能够增进

彼此了解，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
贺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作

为一个父亲，贺岩拿出了十二分的耐心对
待女儿。孩子小时候，妻子上班忙，贺岩承
担了照顾孩子的重任，陪着孩子玩，变着
花样给孩子做饭，陪着孩子学习，给孩子
讲故事……

育女心得二：好孩子需要鼓励
� � 贺岩常说，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孩子的信心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 由
于孩子母亲的脾气有些急躁，有时候爱吵
孩子。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性格相对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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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考生
之家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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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专科、本科招生
（原邢台市工业学校、农业学校、财贸学校联合组建）

“3+4”本科：作为河北省首批、邢台市唯一中职与普通本科分段培养试点学
校，2015 年我校继续与河北农业大学签订分段培养协议，专业为财务管理。 招收
参加今年中考的初中毕业生，按省考院确定的成绩择优录取。 录取后学生在中专
学习三年，考核测试合格后转入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四年，成绩合格，颁发普通本科
毕业证书，享受本科毕业生同等待遇。

“3+2”专科：2015 年我校与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分别签订分段培养协议，专业有会计、学前教育、计算机平面设计、机电技术应
用、汽车运用与维修。 学生需参加当年中考，经河北省考试院批准录取后读三年中
专，两年大专，学制短，费用低，专业强，就业优。学生学习成绩合格，分段颁发中专
和专科毕业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