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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奈地谈论问题到积极地学习技能——

链接

智慧就在转身一瞬间

儿童技能教养法
十五步

本报记者 黄文
肖瑜是石家庄振头小学六年级的一位班主任，
有着26年教龄的她，从当教师第一天起就梦想着做
一个能尽自己的本分又很快乐的老师。她尝试使用
各种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但与学生不良行为的对
抗渐渐占据了她的工作，明知方法有不健全的地方
却找不到原因，一种无力感挥之不去。直到 2014
年春接触到儿童技能教养法，
“我开始了一场‘温暖

1. 把问题变为需要学习的技能
如果孩子有什么问题，首要的事情是帮助
孩子看一看，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他要学习什
么，或者他要在哪方面变得更好一点儿。孩子
可能同时有很多问题，就先把这些问题列出一
个清单，再一个一个地把它们转化成能够帮助
孩子克服问题的技能，然后逐个学习。

的修行’
！
”一次在北京举行的“芬兰儿童技能教养法大
型论坛”上，肖瑜感慨地说。
“儿童技能教养法”是芬兰家喻户晓的心理治疗
师和培训师、焦点解决大师本·富尔曼和他同事创
建的。儿童技能教养法的魅力就在于它基于这样一
个认知：孩子通常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有尚未掌握
的技能。

2. 跟孩子达成一致
如果要学习的技能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
技能学习就能获得最佳效果。但是，关于孩子
首先应该学习什么技能，家长、老师以及其他
的成年人显然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在这种情况
下，所学技能必须要征得孩子的同意。

欲解决问题，先不谈问题
在论坛上，
富尔曼告诉大家，
在
孩子们的成长发展过程中总会有各
种各样的行为问题或情绪困扰，如
大喊大叫、咬指甲、攻击别人、怕说
话、沉迷于电脑游戏等，常常令家长
和老师很困惑。问题严重时会去寻
求 咨 询 师、医 生 及 心 理 医 生 的 帮
助。医生在讨论孩子有什么问题，
心理学家和家庭问题专家常说，孩
子的问题通常是环境造成的，如家
境、父母养育的方法，大家都会把孩
子的问题归咎到家长的头上。因为
有这样的认识，每当孩子出现问题，
家长就相互埋怨指责，难免出现
“责
备风暴”。这种现象也会出现在学
校里，被老师请到学校的父母首先
想，是不是老师对孩子不公、其他孩
子对自己孩子不好。
大家都在谈论父母或孩子做错
了什么，
而几乎没有人在寻找解决方
案上花时间。孩子一有问题，
父母就

习惯性地寻求专家的帮助。专家会
给孩子们做些检查，
然后推荐一些治
疗方法。谈论孩子的
“问题”
常常使
家长感到尴尬，他们通常要关上门
躲在屋里面才能跟老师或专家谈论
这些问题。老师指责妈妈没把孩子
管好，妈妈回家指责爸爸都是你的
错，爸爸指责孩子你怎么这么不争
气……大家陷入指责的怪圈。
孩子们一般不喜欢大人公开谈
论他们的问题。对他们来说，
有问题
就表示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这让他们
感到羞耻。
如果孩子遇到问题，每个人都
觉得没有什么办法了，很快孩子自
己也觉得没什么办法，别人也帮不
了他。换句话说，这种
“孩子的问题
很难克服”的悲观认识会影响到孩
子，他会想：
“我就这样了，
没什么办
法了。”
可是，如果跟孩子谈论需要学

习的技能就不一样了，学习技能没什
么可羞耻的。孩子们知道，每个人都
需要学习技能，而且学习技能并不意
味着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学习技能
可以是一件让孩子引以为骄傲的事。
对孩子这样，对家长亦然。家长也愿
意谈论孩子要学习的技能，而不是孩
子需要克服的问题。
儿童技能教养法的基本理念就
是：
解决现存问题最好的方法，
是让孩
子学会某种能帮助自己克服这个问题
的技能。孩子有问题通常是因为尚不
具备某种技能，而一旦掌握了这个技
能，
问题也就消失了。
人们有了正确的行为方式，自然
就摒弃了不好的方式。富尔曼说：
“跟
孩子或者家长谈论要学习的技能而不
是要克服的问题，能够让大家用更为
建设性和更容易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孩
子的问题。谈论要学习的技能比谈论
要克服的问题容易得多。
”

学习新技能，解决老问题
家长们一定注意到，当你对孩
子说：“不要吵吵了！”“不要玩儿
饭！”“不要打同学！”通常都不太
奏效，有时孩子反而干得更来劲
儿。于是，用上打、骂、没收玩具
等惩罚手段，带来的是孩子的抵
触、愤怒和不想改变。对某些问
题，家长甚至找到医生借助药物治
疗却收效甚微。
在富尔曼看来，每一个问题背
后都有一个需要学习的技能，掌握
了这个技能，问题就会消失。如果
能够直接告诉孩子你希望他们做什
么，而不是不做什么，那么孩子更
容易服从。他没有被指责的感觉，
也就没有抵抗的需要。
儿童技能教养法一共有十五个
步骤，首先是把问题转化为要学习
的技能，即“技能认定”。父母或
老师跟孩子一起看看，克服某个问
题需要学习一个什么技能。如果能
够预见，孩子一旦掌握了某个技能

问题就会消失的话，这个技能就算
找对了。但是，透过问题找到需要
学习的技能并不一定是简单的事。
对大人来说，“技能认定”本身也
是一项技能。
在寻找可以帮助孩子克服问题
的技能时，有这样一个原则：技能
是要学会做什么 （正确的），而不
是停止做什么 （错误的）。谈论问
题会让人有羞耻感，所以没有人愿
意公开谈论。学习技能就不一样
了，这是一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
事，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技能，
包括大人。
如果孩子夜里尿床，他要学习
的技能不是停止尿床，而是夜间
起床去上厕所，或者学会憋尿到
早上再解手；如果孩子穿衣服磨
磨蹭蹭，他要学习的技能不是停
止磨磨蹭蹭，而是迅速地穿衣
服；如果孩子边吃边玩，他要学
习的技能不是停止玩食物，而是
规规矩矩吃饭……
上面列举的是比较简
单的问题，比较

容易找到要学习的技能。像注意力不
集中、自我意识差、缺乏自尊等就是
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只把一个复杂
或巨大的问题转变为一个要学习的技
能很困难，大人需要先把大问题分解
成一些小问题，再把这些小问题逐个
转化为要学习的技能，再一个一个地
去学习。
拿“注意力不集中”来说，实际
上它是诸多具体而细小问题的统称，
如果把这些小问题转变为相应的要学
习的技能，就能拉出一条清单：
能够在一个地方呆上一阵儿；
能够听别人讲话而不插嘴；
能够在队列里等待直到轮到
自己；
能够在课堂上发言时先举手；
……
富尔曼想要强调的是，技能不是
让人不做错事，而是要把事情做对。
富尔曼发现，如果能够直接告诉孩子
你希望他们做什么，
而不是不做什么，
他没有被指责的感觉，
就更容易服从，
也没有抵抗的必要。当孩子看到大人
考虑的是他们需要发展的技能时，更
愿意信任大人，会觉得大人是站在他
们的立场为他们着想。从
“不做什么”
转换到“做什么”，它着眼于“怎样才
能做得更好”
，而不是纠缠于
“为
什么”
。

09

3. 探索学习技能带来的好处
挖掘学习技能的好处是获取学习动力的主
要来源。跟孩子讨论“你能从技能学习中获得
什么”“为什么学习这个技能对你这么重要”
等，能够帮助孩子意识到学习技能的好处。
4. 给技能命名
让孩子自己给技能命名能够把孩子更深地
带入到游戏之中，让孩子成为技能学习的主
人。孩子也会更加喜欢这个学习，并为此感到
骄傲。

梁雨菲 绘

从“只看好事”，到“忍住火气”
富尔曼对儿童技能教养法的设
想是，它应该非常直观并容易理
解，不仅可以用在孩子身上，而且
老师和家长等也可运用它并从中受
益。石家庄振头小学的肖瑜老师希
望将这个方法用到学生身上，为了
对这个方法了解得更深入，使用起
来更顺手，也在自己身上做了尝
试。她发现自己不快乐的原因是总
是看到孩子们身上的各种问题，很
少看到优点和好事，所以，她把第
一个小技能确定为“只看好事”，无
论孩子们的问题和缺点有多么多，
先去看他们身上的优点和好事。
班上有个火爆脾气的孩子叫小
丰，打架骂人是家常便饭，脾气一
上来不管不顾，妈妈的教育方法除
了打骂还外加针扎。有一次，同学
们在班上纷纷控诉小丰的劣迹，小
丰正要发火，没想到肖老师说：“小
丰是个优秀的孩子，有丰富的知识
积累，对事情的看法有时具有哲学
家的素质……”正当小丰窃喜，“可
是”，肖老师话锋一转，“你刚才对
同学们的态度无法得到大家的尊
重，你想让大家对你的印象好一些
吗？”小丰本以为肖老师要批评他，
“你需要学习一个技能，愿意尝试一
下吗？”小丰机械地点点头。在老师
和同学的帮助下，小丰找到了自己
要学习的技能——当有人激怒自己
的时候忍住火气，他给这个技能起
了个名字：东洋忍者，魔法宝贝是
忍者神龟。
确定了要学习的技能后，同学
冰冰用表演的方式故意冤枉小丰拿
了她的铅笔盒。在儿童技能教养法
中有一个做法就是，在确认了要学
习的技能之后请孩子们表演，是为
了让孩子知道有了这种技能在实际
生活中该怎么表现。因为冰冰演得
太逼真了，小丰气得瞪圆了眼睛，
同学们一遍遍地喊“忍者神龟”提

醒他，小丰最终忍住了，博得了大
家热烈的掌声。
学习技能的第二周，同学小卓
惹到了小丰，小丰抡起凳子要砸
他，这时有不少同学喊“忍者神
龟”。小丰楞了一下，把凳子摔到地
上。肖老师看到了这一幕。当时肖
老师的心沉到了谷底，对小丰失望
的情绪犹如潮水般涌上来，但她强
作镇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她对
自己说：“没关系，看到好的变化才
会有信心继续前进。
”
下午放学，小丰被叫到办公
室。“我看到你拿着凳子要砸人”，
小丰等着老师的狂风暴雨，“可我还
看到你让凳子在空中停了一秒。那
一秒多么宝贵啊，说明这个技能在
你的心里成功了，我看到你很想忍
住对不对？”这时小丰的泪水忍不住
了。
又过了三天，小源与小丰发生
矛盾，想用凳子砸小丰。小丰没有
像往常那样去夺凳子，而是往后退
了一步说：“别惹我，我忍着呢！”
同学们也在喊“忍者神龟”。小丰被
叫到办公室，肖老师问他是如何控
制自己的情绪的，小丰说：“我当时
是想发火来着，但我觉得试试不发
火会怎么样。”肖老师问：“不发火
的感觉如何？”小丰说：“心里挺舒
服，感觉挺好的。
”
掌握了不发火的技能后，小丰还
陆续学习了顾全大局、幽妈妈一默、
向懒惰宣战等技能。肖老师也继续
学习自己的技能：坏事变好事、无条
件信任、不可爱的更要爱……
富尔曼的信念是：“孩子们生来
具足资源，他们能够克服自己的困
难，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
们的职责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而
是欣赏他们的天赋，为他们的创造
力注入活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力
做到不干扰孩子的成长之路了。
”

众议
这是对儿童的一种尊重

知错还得会改错

转化问题生的新途径

成人需有“容错”
的理念

换位思考创新方式

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建立在对儿
童信任的基础上，是对儿童生命的一
种尊重。这对我国的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常常想尽各种办法消灭儿
童存在的问题，让他们的发展成长步
入我们预定的轨道，但结果常常是旧
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接踵而
至。因此，教育往往陷入一个愈想解
决反而愈不能解决的恶性循环的怪
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像“儿童
技能教养法”所倡导的那样，学着寻
找一种好的“技能”去解决这些问题，
顺势而道，教育不就“柳暗花明又一
村了”
吗？
（山东省济宁邹城市中心店镇老
营小学 张学炬）

当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中出现这
样那样的问题行为时，不能一味地
批评和指责，而应该帮助孩子寻求
解决问题的方法，掌握纠正错误行
为的技能。
一旦孩子掌握了这些技能，就
能避免错误行为的反弹，形成“防
火墙”。教师和家长就要善于帮助和
指导孩子形成相关技能，这些技能
将会让孩子终身受益。
有的学生为何“屡教不改”，不
是因为孩子不想改，而是没有改正
错误、脱离困境的技能。不施教一
些改正错误的技能，孩子往往“知
错而改不了”
。
（江苏省泰兴市特殊教育学校
常建文）

有的学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
题，成为名副其实的问题生。如何
转化他们，大都是头疼治头、脚痛
医脚的做法。儿童技能教养法成功
破解这一难题，提出解决学生出现
的问题时先不谈问题，而是先学习
一种技能，掌握这种技能，问题就
会消失。
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生的新方
法。学生出现不同的问题，要学习
不同的技能，做到对症下药。这里
所说的技能不是让人不做错事，而
是把事情做对，这一理念对学生是
一种精神引领和教育，发挥正能
量，开辟了转化问题生的新途径。
（天 津 市 蓟 县 下 营 中 学 张国
东）

如果认为孩子存在着某个问题，
教师和家长就轻易地把“问题”标签
贴在孩子的身上，孩子就无法向好的
方向发展。
儿童技能教养法启发我们，教师
和家长应该让孩子明白，所有的问题
都是可以通过技能的学习得到解决
的，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不断地学习
各种技能，
不断地在学习中成长。
在儿童技能教养法的实行过程
中，教师和家长务必要有“容错”的理
念，即允许孩子在学习技能的时候，
出现“问题”现象的反复，在表扬他们
已经取得进步的同时，鼓励他们继续
加强技能的学习，并将技能彻底固定
为自觉的行为。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小峰）

按照我的理解，儿童技能教养
法本质上讲就是对孩子出现的一些
问题，不是责怪孩子，不是家长推卸
责任，不是家校互相指责，而是从孩
子年龄特点和心理学等角度去发现
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产生的原因是什
么，然后找出孩子能够接受的策略，
引导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帮
助孩子健康成长。
儿童技能教养法使我们换位思
考。站在孩子的角度，从孩子的思想
和行为方式去思考。再有是创新方
式。创出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孩
子无痕接受。纯理论或者成人化的
方式事倍功半甚至无济于事。这是
关键，
也是最难的。
（浙江省嵊州市蛟镇中学 周国梁）

5. 魔法宝贝
让孩子选择一个可以帮他学习技能的魔法
宝贝，它可以是任何东西。魔法宝贝是孩子内
在力量的一个象征，它可以鼓励孩子的进步、
提醒技能的学习等。
6. 招募支持者
为了能够让孩子学习技能，或者改进已经
有的技能，孩子生活中重要他人的支持、帮助
和鼓励是非常重要的。要让孩子自己决定他想
招募哪些人来做他的支持者。支持者中不仅要
有成年人，也要有小孩子，比如他的朋友或者
兄弟姐妹。
7. 建立信心
为了让孩子愿意付出努力去学习技能，需
要让孩子相信他做得到。为了保持信心，要跟
他们探讨一下信心从哪里来。比如，可以问
“是什么让你觉得有信心”
。另外一个做法是让
支持者告诉孩子，孩子的一些什么特质使得他
们确信孩子一定能够掌握这个技能。
8. 策划庆祝
在开始跟孩子做技能练习的计划之前，就
要把庆祝的事提出来讨论。庆祝会是额外的激
励，它能够显著地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而
且，借由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孩子学会用适当的
方式向他的社交圈传达他的成就。
9. 清晰技能的定义
即使孩子自己表示要学习某种技能，他们
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技能到底意味着什么。因
此，一定要跟孩子探讨一下，如果掌握了这个
技能他们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
10. 广而告之
孩子通常不喜欢别人谈论自己的问题，但
是，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反对让他们的伙伴和大
人们知道他们正在学习新技能。这样就可以
“广而告之”，让大家都知道孩子正在学习的技
能，
并可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鼓励。
11. 练习技能
为了让孩子发展新技能，或者改善已经有
的技能，孩子需要不断地练习，诸如角色扮演、
做游戏等来训练自己的技能。
12. 提醒
一般在开始学习新技能的时候，总会有一
些做不好的地方。让孩子自己找到一个方法，
告诉他的支持者，当他一时忘记了在学习的这
个技能希望别人怎么来提醒他。这样可以使孩
子不致陷入失望或低落的情绪中。
13. 庆祝会
借助这个仪式可以向所有关心孩子的人宣
称：
孩子已经掌握了这个新技能，
也是让孩子向
所有在他技能学习中支持过他的人道谢。并
且，表达感激本身也是帮助孩子获得社会认可
的重要的一部分。
14. 传授技能
强化新技能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让孩子把
这个技能传授给其他孩子。对于传授技能，孩
子们通常会感到非常地骄傲。除了提升孩子的
自信心，
传授技能本身也是很好的学习，
可以强
化孩子对新技能的掌握。
15. 下一个技能
孩子一旦掌握了一个技能，通常就会看到
另外一个要学习的技能。成功掌握技能的积极
体验能够让孩子有动力和信心去学习新的、更
具挑战的技能。
（李红燕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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