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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记者来到海甸岛某
小区!找到了这处名为"海之家#的
家庭互助协作活动室$ 它位于小区
一楼!室内面积有%&&平方米左右$

玩具柜里!男孩子爱玩的木头块是
爸爸们亲手拿锯子做的! 布娃娃%

发带是妈妈们亲手缝制的$ 房间里
的窗帘和布艺!也都是家长们用买
来的白棉纱布自己染色做成的$

室外有一块沙地! 这里是孩子
们的乐园& 几根粗绳子捆着只汽车
轮胎!这是爸爸们制作的简易秋千&

还有一小块平整的菜地$ 几位家长
很遗憾地说! 孩子们曾经在这里种
了青菜%丝瓜!长势挺好的$ 前不久
连刮两次台风!将菜都淹死了!马上
还要播一些种子下去!重建菜园$

在入口处有 "巴学园' 三个大
字!家长们说!他们对于孩子的美好
愿景凝聚在这三个字上面$ 在日本
一位作家笔下!"巴学园' 以废弃的

电车作为教室$ 没有固定的座位!没
有固定的课表!在巴学园!孩子们从
来没有被教导"排成一列规规矩矩地
走路'或者是"要安静'之类的话$ 但
是!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不知不觉
地就学会了很多!这些观念都已经深
深地种在了孩子们的心里$

"让孩子们自由% 快乐地享受童
年!是我们这些家长的共同愿望$'李
燕燕是"海之家'的筹建人之一!她的
女儿今年$岁多$ 在宝宝还没有出生
时!李燕燕通过一个育儿论坛认识了
同在海口生活的米米!大家的很多想
法都很一致$ 孩子出生后!她们经常
在一起聚会!有了互助教子的想法$

"一开始确实满艰辛的! 这处场
地原本就是一副水泥框架!家长们亲
自画室内设计图!和孩子们共同动手
围竹篱笆%挑来肥沃的泥土布置小菜
园((而今!谁不说这里是孩子们的
乐园呢) '李燕燕欣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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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 这一团队中只有'个孩
子!而今!已经有(&个孩子加入这一
团队$ 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岁半!最
大的)岁$ 与很多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他们早上来到这里! 晚上回各自的
家!平时在老师和家长们的看护下活
动$ 但与幼儿园截然不同的是!这里
没有课程表! 他们几乎每天都在玩
耍! 不用坐得端端正正地上语文%数
学等课程!不用写字!甚至连课本都
没有$ "我们对孩子们的要求和幼儿
园是不同的$ '家长马馨说!"我们不
希望孩子们终日坐在教室内在老师
和家长施加的压力下被动学习!在我
们眼中! 孩子们从小学会生活的技
能!锻炼出好的体质!比学习文化知
识更重要$ '

在这里!孩子们从(岁多开始学
习烹饪! 他们不是拿着木勺子玩
"过家家'!而是拿着真正的刀具和
锅具亲自演练!亲手炒菜给别的小
朋友品尝$ 他们很小就学习种植!

看着种子发芽!为青菜浇水!帮青
菜捉虫$ 每天上午*点到+!点钟!是
孩子们的"阳光体育锻炼时间'!几
位老师会带着小朋友们到小区的
绿地上玩耍$

家长们还曾经邀请一位来自五
指山市的黎族姑娘!教孩子们爬树$

"我女儿已经学会爬树了$ '马馨自
豪地说$

家长们则根据自己的工作或特
长!时常以"客座教授'的身份!亲自
给孩子们传授不同主题的生活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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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们营造快乐成长的乐
园!离不开经济的支持$ 租赁活动场
地%聘请教师%购买食材等花费由家
长共同分摊$ 据了解!这里每个孩子
每个月花费一般会在+'!!元左右$

"财务总监' 由一位家长义务担任!

几位筹建人现已荣任管理层! 类似
于"董事长'成员!育儿战略等重要
决策由大家共同商讨拍板$

这个团队目前拥有$位专职教

师! 都是从琼台师专聘请来的 $

"我们不要求聘请来的老师具有
丰富教学经验! 只希望老师们密
切关注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发展 $

家长们会送老师们去北京%广州%

深圳等具有同样教育理念的机构
参加培训$ '

家长们还从校外聘请老师来给
孩子们开展音乐和美术类活动!希
望启蒙孩子们的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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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还专门建设了一个网站!以
论坛的方式积极沟通!进行教育理念的
交流和探讨$ "如何当好父母!是需要努
力学习的!外面有学英语%学会计等各
种技能的培训班!唯独没有教人如何当
好父母的培训班$ '马馨说!她和身边的
朋友们!正是以伴随孩子共同成长的心
态走在了一起$ 在这个团队中!主角不
仅是孩子!还有他们各自的家长$ 一位
叫韩寒的家长! 在调到广州工作后!依
然密切关注着这个团队的发展壮大!她
经常在网站上和大家沟通!并义务付出
时间维护着网站的运行$

+$日!恰好有一个小朋友牛牛过

生日! 大家精心为牛牛办了一场生日
会$ 除了牛牛的妈妈外!还有$位家长
参加这一活动$大家精心布置了场地!

捧出鲜艳的玫瑰花! 用彩色的面料搭
建"彩虹桥'$ 大家深情地唱生日祝福
歌!给牛牛戴上花环!目送牛牛的妈妈
带着牛牛过"彩虹桥'$ 很多小朋友们
亲自动手为牛牛制作生日卡片$ 家长
李燕燕送给牛牛的生日礼物是! 她花
了一天时间用棉布做出的小汽车$ 牛
牛的爸爸在外出差! 没办法亲自来祝
贺儿子生日快乐!他写来了一封贺信!

祝福儿子健康成长$ 牛牛带着幸福的
笑容!听家长们朗读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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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给孩子们营造了充足的成长
空间!孩子们每天都很快乐$ 在这里当
老师!心情会很好$ '今年刚从琼台师专
毕业的陈小桃受聘进入"海之家'任教!

她说!以前在幼儿园实习!老师们经常
会命令孩子们一排排坐好!经常说的话
是"不准干(('!而这里!老师们会经
常带着孩子们动手学习各种生活技能!

不用说教!而是让孩子们亲自感受$ 学
习在游戏中完成!比如!在音乐课上!老
师会带着小朋友手拉手随着鼓点跳舞!

让孩子们感受音乐的美$

"没有学习压力!孩子们每天有充
足的自由活动时间! 想怎么玩就怎么
玩! 这正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学前教
育啊$'家长曾女士听到海口有互助型
学前教育组织!为之欢欣雀跃$她计划
尽快到现场走访!帮%岁的儿子寻找理
想中的乐园$曾女士说!普通的幼儿园
里!每个班有好几十名小朋友!老师没
有充分的精力照顾到每一个孩子!更
不可能关注到孩子的个性发展$ 她不
希望看到自己性格活跃的孩子! 被条
条框框禁锢得少年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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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家'的教育方式!并不为所
有人理解和支持$ 比如说!附近有一
些家庭对"海之家'持回避态度!他们
不理解!这里为什么不教孩子学习字
母%古诗等"热门知识'!而只让孩子
随便玩!而且是玩泥巴%沙子%树叶!

整天脏兮兮的$

")岁前孩子记忆力很好!不趁这
一黄金阶段学英语% 背古诗很可惜$

而且!背古诗其实也是美学教育的一
种!让孩子从小感受诗词之美!并不
算加压$ '海口家长黄先生说!现在孩
子的学业负担那么重!小升初!初升
高!高考!甚至幼儿园上小学!都要经
历层层考核! 学龄前期的智力教育!

是为今后的教育打基础的!错过这个
时期! 以后再学习就十分困难了!甚
至无法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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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有(!个学龄前儿童!每天聚
在一块儿玩耍!但他们不是在上幼儿
园!他们的队伍!被称为家庭互助协
作活动室$

从(岁半开始!他们便真刀实锅

地学习烹饪等技能$ 家长们亲手为
孩子们做玩具! 孩子们日常活动所
需费用由家长们分摊$ 家长们的目
标!就是给孩子们一个自由%快乐的
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