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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有些孩子不喜欢某一位老师，
就不愿意上那位老师的课，作业也
不爱做，由此导致师生关系紧张，
孩子的学习成绩严重滑坡。家长对
此往往束手无策。

“亲其师，信其道”是常理。如
何使孩子与老师亲近起来呢？作为
家长，我们不妨先分析孩子不喜欢
老师的原因。

孩子没有得到老师的重视。老
师没有让孩子当小干部，没有给孩
子一定的工作任务，甚至在课堂上
很少提问他，或者老师跟某个孩子
从来没有交谈过。

孩子对某学科的学习缺乏兴趣，
成绩不好。即使老师没有对孩子批
评、责备，孩子自认为学习不好，

老师不会喜欢自己，于是对老师缺乏
感情。

因为纪律问题或个别错误受到
老师过于严厉的批评。这些孩子在
老师面前缺乏成功、愉快的心理体
验，造成感情上的隔阂。

被老师冤枉过，老师又没有认
真承认自己的过失。孩子因此耿耿
于怀，产生委屈甚至怨恨情绪，与
老师感情疏远。

找准了原因，再思考解决的办
法。很多实际案例中，老师应承担
一定的责任，而家长又不便于直接
给老师提意见。这种情况下，家长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对孩子进行尊师教育。学生必
须尊敬老师，这是对学生最基本的

要求之一。有了尊敬，才能建立良
好的师生感情。教师也是人，难免有
缺点、有错误，如果因为教师工作中
有缺点、有错误就不尊敬，那是不对
的。家长不能站在狭隘的立场，对老
师评头品足。在教育孩子尊敬老师之
前，家长应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态
度，如有不当，先行调整。

中国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流传着许许多多尊师的故事。家
长可以找这方面的材料给孩子看，
或者讲给孩子听。如果家长能讲讲
自己尊师的故事更好。有的家长带
着孩子一起去看望自己的小学、中
学时代的老师，肯定是很好的尊师
教育。

家长还可以跟孩子一起通过其

他渠道 （如老师、同学），了解孩子
不喜欢的老师的情况，特别要了解
老师可敬的事实，这会对孩子的感
情变化起作用。

到学校跟老师交谈，请老师给
孩子体验成功的机会。孩子不喜欢
哪位老师，家长先主动与这位老师
沟通，以尊敬、虚心的态度，倾听
老师的意见，包括批评孩子、甚至
批评自己的话。家长这样做，会促
使老师自省。家长也可以在给孩子
提出要求的同时，请求老师在课堂
上或课下给孩子一定的表现机会，
让孩子完成力所能及的任务。

指导孩子主动向老师表达自己的
心意。教师节或元旦、春节，指导孩
子自己动手制作小纪念品赠送给老

师。老师有困难或身体不适，主动
关心老师，询问能否帮助老师做什
么事情。

指导孩子给老师写书面材料。有
的孩子出于害羞、胆怯，与老师面对
面沟通心里发憷。遇到这种情况，家
长可以指导孩子以书面形式与老师交
流。家长可以帮助孩子理清自己的思
想、自己的缺点、自己的意愿，在尊
敬老师的前提下如实写出来，向老师
汇报，请求老师的指导、帮助。告诉
孩子，不要忘记写出自己的打算、措
施。这样的内容，可以写成单独的书
信，也可以写在周记本、日记本里，
请老师批阅。

（作者单位：江西省万安县棉津
中心小学）

孩子不喜欢老师怎么办
廖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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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经常听
到或接触到的个案，亲子之间说话
总有些火药味，似乎总离不了挑剔
的、指责的、埋怨的或是回敬的口吻
来说一个事情。我在高年级的作文
里曾看到一个孩子写她和妈妈说话
的情景，她说妈妈总是大声呵斥。小
时候她不敢回嘴，到高年级她就学会
了以超过妈妈的声调去回敬。如果
妈妈还要大声呵斥，她就只好用尖锐
刺耳的声音去超过妈妈。弄得家里
经常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全家都不
得安宁。她很苦恼，有时候根本看不
进书，情绪很坏。家长们想想，是孩
子不愿好好说话吗？不是的，主要原
因是家长没有好好说话。可见家长
要学会好好说话。

也许有家长认为跟孩子说话还用
学么？答案是肯定的，家长没有好好
说话，除了给孩子不好好说话的示范，
还可能阻塞与孩子的沟通。据调查，
小学三四年级已有相当一部分家长说
孩子什么也不告诉自己了，甚至有家
长动怒追问，也不一定能听到实话。
有家长说：“我知道孩子说的有一大半
都是敷衍我，孩子真正想什么我并不
知道，甚至他说今天老师讲了什么，我
也不能确定是真是假。”这样，家长在
家庭教育中就十分被动。

父母是孩子最亲的人，从小孩子
对父母是无话不说，告诉父母自己高
兴的或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小学还
没读完就不对父母说实话了呢？设身
处地想一下，我们成人与谁讲话，如果
话不投机，或被挖苦一顿，你还会再
说吗？若家长总是用指责、挑剔、数
落甚至暴怒的方式说话，孩子还愿意
告诉你真话吗？仔细追究起来，确实
是家长没有好好说话，割断了沟通的
可能。那么家长怎样好好说话呢？

要理智，不失仪。
孩子上学后，在学习、同伴交往、

师生关系方面会有各种不适应，有孩
子能掌控的，也有孩子畏难的，有进
步也有退步，有成功的事情也有失败
的伤心。所以家长要有理智、客观的
心态，孩子报告好消息能好好说话，

孩子说没考好也能够好好说话。如
果孩子没考好家长就气势汹汹，其结
果孩子就只敢报喜不敢报忧，甚至什
么也不愿告诉家长。

古时候要求做母亲的要“有母
仪”，要“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意思
是做母亲的仪态举止要端庄，言语措
辞要稳重、有内涵。中国文化认为

“修己以敬，安之以人”，自己内心安
静才有端庄的仪容举止，仪态端庄的
母亲才能给孩子安全感，给孩子不急
躁、有分寸、好好说话的良好示范。

此外家长要守信用，对孩子说的
话不能随意发挥。孩子信任家长才
对家长说的话，家长不能用来跟孩子
算账。比如孩子讲了实话，家长不能
过后批评孩子时反而去说：“上次是
你亲口说的”，怎样怎样，就很不理
智。失去孩子的信任不需几次，只一
两次就够了，家长要特别检点自己，
要守信用，珍惜孩子对自己的信任。

要正面，不挑剔。
家长和孩子说话一定要坚持正

面引导。家长“好好说话”，就是跟孩
子说话的心理位置、语气措辞都是积

极正面的，是谆谆教诲的，是耐心温
和的。而不是厌烦挑剔、挖苦讽刺，
更不是说反话，让孩子不知所云。有
个小学生说，不管她问妈妈什么，妈
妈总是盯着她半天不说话，或者说：

“我怎么知道？你还问起我来了，该
问的是你！”这个孩子不知道妈妈是
什么意思，自己只好无趣地走开。

父母在孩子的心目中原本就是可
信赖的、值得尊重的，这本身就是一种
强大的教育力量。信赖父母，通过父
母可以信赖世界，认同父母的要求，才
能按照要求努力去做到。家长若遇到
自己不懂的问题，这时的正面引导就
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
也。”如有位大学教师，孩子问的字词
自己不能确定，就对孩子说：“爸爸也
不大清楚，我们查词典吧。”既弄清楚
了孩子的提问，也示范了积极正面的
求学态度和好好说话的榜样。

另一方面，积极正面引导，要克
服“孩子祖宗化”的说话方式。现在
有的家庭 “孩子祖宗化”倾向比较
严重，家长成了奴才，跟孩子说话小
心翼翼，生怕得罪了孩子，唯唯诺诺、

唯命是从，早就丧失了正面引导的可
能。这样的结果，导致孩子与父母大
吵大闹、不耐烦地随意打断父母说
话，根本无法形成好好说话的模式。

要鼓励，不扫兴。
有个孩子高兴地对家长说：“我

今天单元测验 96 分，以前没这么
高！”而家长立即板着脸说：“单元测
验算什么，要期末 96 分才算能干”。
孩子顿时扫兴万分。这也是家长看
似在激励孩子更上一层楼，而无意中
反倒有点破坏了孩子的积极性。家
长要懂得，语言夸奖是鼓励，分享孩
子的进步喜悦是最好的鼓励。

有的家长做得比较高明，对孩子
的讲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孩子获
得进步的喜悦总是由衷地去分享，并
大加鼓励。这样的收益是多重的，既
鼓励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又鼓励了孩
子与父母交流的信心和兴趣，既锻炼
了语言表达又有词汇的积累。

要倾听，不打断。
好好说话，包括好好倾听孩子说

话。有的家长只关心考试分数，其余
的就不大想听，甚至一概不听。孩子

在学校会有各种喜悦、苦恼和困难，
最初总是告诉父母。而有的家长认
为没有时间听小孩子讲话。还有的
家长只顾自己玩乐，每天给孩子几元
钱吃饭，自己泡在牌局里，孩子没有
任何机会对父母说什么。

家 长 要 学 会 好 好 倾 听 孩 子 说
话。孩子的话往往条理差、内容简
单，甚至幼稚得好笑，但家长的认真
听，耐着性子听，就是一种积极关
注。这种关注是告诉孩子家长重视
他的想法，懂得他的心思，知道他在
努力，这种积极关注能形成建设性的
亲子沟通，有效消除孩子的紧张、孤
独造成的不良情绪。有位家长工作
忙，但总是尽可能在上学时多与孩子
走一段，听孩子说这说那，说的事情
都不重要，但这种倾听很重要，对小
学生、对遇到困难的孩子尤其重要。

要讲究“无声语言”。
无声语言是指肢体语言，也叫

“非词语语言”，包括手势、表情、姿
势、体征等。据研究，人类 65%的交
流信号是肢体语言。所以家长“好好
说话”包括恰当的身体语言，如眼神、
表情、手势、身体姿势等。有孩子说：

“只要看一眼妈妈那凶神一样的眼
神，就知道我已到了地狱门口。”还有
孩子说：“开口骂我还好一点，要是爸
爸阴着脸不说话，那才是我的世界末
日。”诸如此类极端的身体语言，都是
为人父母要力戒的。

归纳起来，关于对孩子好好说话
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形成良好应
答关系”，这种应答关系包括良好的
语言应答和情感应答。比如孩子回
家告诉家长一件学校的事情，家长
询问孩子“什么？”这同样一句话，家
长可以是关切、温和的“什么？”让孩
子很安全、放心。但也可能家长是
反感、审讯式的“什么！？”让孩子害
怕、不寒而栗。所以家长需要学习
好好说话，需要经常反思自己是否
好好说话了：一是好的语言应答，二
是好的情感应答。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重
庆市家庭教育专委会理事长)

家长要学会好好说话
赵石屏

最近，女儿沉迷于一种“快乐农
场”的电脑游戏，每天都要玩上一个
小时才罢休。我知道这样沉迷于网
络游戏，一是对孩子视力不好，二是
影响正常作息，便三番五次禁止她玩
游戏，而且将电脑上的游戏统统删
除。但没多久我就发现，那游戏又原
封不动地摆在桌面上了。貌似跟我
较劲似的，她还多下了好几个新游
戏。这样恶性循环，女儿的游戏瘾越
来越大。

那天，趁女儿心情不错，我对她
说：“宝贝，你看，这阵子你沉湎于游
戏，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你想想，原
来做的有意义的事，你是不是好久都
没有做了？”女儿想了想，但没回答
我。我继续启发道：“你原来不是最
喜欢画画、跳绳的吗？每天一写完作
业就画画、跳绳，妈妈真喜欢那样的
你。”我找出她曾经最得意的画作给

她看，夸赞道：“这些画，是不是很逼
真？老师都夸你有画画天赋，很不错
呢。”

我的夸赞起了作用，女儿微笑着
问我：“妈妈，我也觉得我画的画很漂
亮，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总是想玩
游戏怎么办呢？”看来，她也真心想改
掉这个毛病。我便对她说：“玩不玩
游戏，我把决定权交给你。你如果想
继续玩下去，成绩下滑，画画不管，你
就继续玩，你如果想实现画家的愿
望，你就放下游戏，专心学习。要想
管住自己，得自己下狠心呀。要从心
底认识到玩游戏不好。”她点了点头，
自己提出来说：“妈妈，我把游戏全部
删掉，你监督我。”

女儿毫不迟疑地把那些游戏全
部删掉了。我立马称赞道：“好棒，真
是个有主见的好孩子。”她取出画纸
画起来。每当她到家后，我都把画纸

和童书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她渐渐
找回了画画和读书的乐趣，再也不提
游戏了。一个星期之后，她就把那些
游戏抛到脑后。

表姐家的孩子乐乐，是个不折
不扣的游戏迷。有一天，表姐带她
来我家玩，她第一时间就找我的平板
电脑。看到平板电脑上没有游戏，她
一下子装了七八个游戏软件。女儿
好奇，坐在旁边看她怎么玩。有客人
我不好意思发作，再说表姐也没有任
何表示，我也只好任由她俩玩了一整
天。第二天早上女儿起得很早，一大
早就在平板电脑上研究那些游戏了，
喊她吃饭都不怎么搭理。我知道，孩
子好奇心都重，这些游戏她都没玩
过，肯定会特别好奇，即使我偷偷删
掉，她也会偷偷地装上玩几回，直到
会玩为止。

于是，我认真地对她说：“宝贝，

我决定给你一点时间玩会这些游
戏！”她听我这么说，马上兴奋起来：

“妈妈，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会
让我玩游戏？”然后我对他说：“我话
还没说完呢。我的意思是，给你三天
的时间玩会这些游戏，三天后你说怎
么办？”女儿立马答道：“删除呗，我一
定删，玩游戏会上瘾的，耽误学习。”
三天里，女儿玩得乐不思蜀，但即使
忘了吃饭，我也不批评她。第四天早
上，她当着我的面删除了那些游戏，
并对我说：“妈妈，我是个说话算话的
好孩子吧？”我摸着她的头，认真地表
扬她：“真不错，真是一个有自制力的
好孩子。好样的！”

昨晚临睡前，女儿叫住我，认真
地说：“妈妈，我跟你说个事，自从
我 决 定 不 玩 那 些 游 戏 ，删 掉 了 之
后，我的觉睡得可香了。”我问她怎
么回事，她得意地告诉我：“原来呀，

我躺在床上，总是想着那些游戏，还
有什么东西没有收割，还有哪些东
西没有播种，脑子里乱乱的，总是睡
不好。”

我呵呵笑起来，满意地说：“你自
己删除了游戏，效果还是不错的吧。
你看看，成绩好了，而且睡眠质量提
高了，是不是一举两得的事？”

“哪是一举两得，明明是一举四
得呢！”还有哪两得？她眉飞色舞地
说给我听：“还有，视力好了呀，我们
班有好几个同学因为玩游戏而配上
近视眼镜了；还有省电费呀，电脑也
是要耗电的嘛！”

“嗯，不错！”我关上门，乐不可
支。终于明白，把游戏决定权还给孩
子，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得到尊重的
孩子，自己做的决定才会认真遵守，
这样的教育方式，比家长勒令禁止的
效果要好得多。

把游戏决定权还给孩子
刘亚华

（11月23日 海外网）
深圳陈女士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因为家里

无力给她购房买车，遂产生怨恨，称全是父母的
错，咒骂父母是人渣、垃圾、贱人。

点评：宠溺的爱换不来孩子懂事。

（11月23日 现代快报）
因为母亲参与卫生城市创建，连云港市两

岁萌娃烔烔身穿黄色马甲跟随母亲上街头捡垃
圾，感染了路上的行人。烔烔还成了家庭小小
监督员，一看到纸屑就捡，还劝说父亲少抽烟。

点评：妈妈带了好头，孩子善于模仿。

（11月23日 重庆商报）
重庆7岁男孩浩浩自从弟弟出生后就被送

到爷爷家，父母很少照顾到他。浩浩觉得父母
偏爱小弟弟，已经四次负气离家出走。

点评：孩子连连离家出走，父母还不警醒，
非得等发生更严重的事情吗？

（11月24日 广州日报）
广东东莞的5岁女孩小魏是当地赫赫有名

的童模，月收入轻松过万，母亲辞去工作，专门
做女儿的经纪人。小魏每次拍摄都很辛苦，甚
至拍到虚脱。面对小魏的抱怨和辛苦，母亲总
是“威逼利诱”。

点评：侵犯儿童权利，透支孩子的生命。

（11月25日 京华时报）
北京 5 岁男童乐乐(化名)出生时户口跟了

奶奶，父母离异后随母亲生活。因没有户口导
致上学办手续等受阻，乐乐要求迁出户口，奶奶
不同意，称孩子的母亲不让她见孩子。

点评：大人有纠纷，别拿孩子做筹码，别侵
犯孩子的合法权益。

（11月26日 红网）
岳阳10岁男孩流落重庆街头，被救助后才知

道，原来孩子从小就很顽皮，上学时喜欢搞破坏，
还辍学了。在外玩耍时被杂技班带走，学会了抽
烟、喝酒等恶习，男孩父亲表示已经无力管教。

点评：父亲管教失职，孩子的积习难改，这
个家庭急需社会支持。

（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鞠锋）

一天下班回家后，刚上一年级的儿子突然
问我，妈妈，我考试考好了你会给我什么奖励？
我很诧异，因为我从来没说过考试考得好会给
他奖励的话。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问，
他说别的小朋友的妈妈都给奖励。原来如此，
我告诉他，你考得好妈妈很高兴，但是我没想过
要给你奖励。

因为学习学得好，本身就是一种奖励。考
试成绩好，老师高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高兴，
外公外婆高兴，能让这么多人都高兴，孩子自己
不是也很高兴吗？心情好，不就是一种奖励
吗？在语文课上可以识字、读故事，数学课上探
索加加减减的奥妙，音乐课上感受节拍的律动，
体育课上和小伙伴一起蹦蹦跳跳，能够去学习，
本身不就是一种奖励吗？

忘记在哪本书上看到过一个外国小故事，
只记得故事的大概。说是在一个小区里，几个
十几岁的孩子以踢垃圾桶为乐，搅得周围的人
不得安宁。对他们多次进行劝说教育，他们依
然我行我素，乐此不疲。一位老人想到一个办
法，让他们每天按时踢垃圾桶，而且每天付给他
们每人一元钱。他们很开心，接连踢了一个
月。到第二个月的时候，老人说给不了他们每
人一元钱了，只能给五毛钱。他们越想越生气，
觉得老人请他们踢垃圾桶却给这么少的钱，纷
纷表示不干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去踢垃
圾桶了。

他们为什么不再去踢了，因为他们现在是
为了利益去踢，而忘记了当初的兴趣。物质奖
励在短时间内确实能激发孩子的动力，达到家
长想要的目标。可是，我们的这种奖励能坚持
多久？当有一天我们无法再给孩子他想要的奖
励了，我们又该怎么办？这种奖励没有了，孩子
的动力还能坚持多久？当孩子努力了，却没达
到那个高度，他会怎样？这都是我们在许诺给
他奖励之前应该思考的问题。

当奖励没有了，他的潜意识会让他选择放
弃。当努力了却没能达到家长要求的目标，他
会感到疲劳，从而放弃索取奖励，同时对学习失
去动力和兴趣。其实在追求成绩的过程中，他
们始终没有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失去了兴趣的
学习对孩子来说其实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
自然也不会在学习方面有多大的成就。

所以，当孩子告诉我们他得到老师的表扬
了，我们只要说一句“宝贝，妈妈真为你高兴”就
可以了，就足够让他心花怒放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
民主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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