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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学校教育离不开家庭教育，也离
不开学生家长的支持和配合。作为一
名班主任，必须掌握家校联系的艺
术，学会和家长沟通，从而在教育理
念上与家长达成共识，形成教育合
力。

目前家校联系存在三个误区

误区之一，家校联系就是为了向
家长“告状”，把家长当“出气筒”。

老师动辄向家长“告状”，不仅
会造成学生和家长之间关系的冷漠、
疏远，还会让学生出现逆反心理，而
更多的学生则会认为这是老师无能的
表现，从而对老师产生不信任、不理
解的态度。

误区之二，家校联系的主动权只
在老师，家长多半是被动地听。

多数家长认为教育是学校和老师
的事情，自己只需要把孩子身体照顾
好就行了，甚至不少家长还认为家校
联系徒有形式没有实际意义。还有小
部分家长每次开家长会都受老师批
评，很没面子，所以出现了怕与老师
沟通的情况。

误区之三，家校联系不公开，不

让学生参与其中。
家校联系事先不征求学生的意

见，加上家长事后不当的教育方式，
容易造成学生对老师的误会，一些偏
执的学生会认为老师在背后说了自己
的坏话，从而产生抵触情绪。

把握家校联系的三种艺术

用赞扬来提高家长信心
欣是我们班成绩很落后的同学，

平时总拖拉作业，上课很少听讲，对
自己没有要求。我多次联系他妈妈来
学校，她总以各种理由拒绝。于是，
我决定亲自到欣家里跑一趟。他妈妈
看我时表情很紧张，我笑着说道：

“您别误会，我今天来不是告状，而
是报喜的。”随后，我把欣最近在班
级里积极劳动，帮助同学的事一一告
诉了她，她的脸上充满了喜气，激动
地拉着我的手说：“真的吗？不瞒您
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老师表扬我
们家孩子。”随后的气氛开始融洽
了，我顺势提出养成好的学习习惯的
重要性，她表示一定在家中做好督促
工作。这次家访后，我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联系她，告诉她欣的进步，并委

婉地告知孩子需要改进以及要她配合
的地方，每次她都欣然接受。渐渐
地，欣的作业开始交了，上课也比以
前认真了。

适度的赞扬，能使家长重拾信
心，赢得家长的配合，又可以在孩子
身上产生积极的“期待效应”，为孩
子的成长提供不竭的动力。

用沟通来拉近彼此心灵
鸣的爸爸平时工作繁忙，每次家

长会和学校组织的活动都不参加。第
一次打他的电话，他就说自己实在是
太忙，让我有事用QQ联系他。我只
好经常在 QQ 上告诉他鸣最近的表
现、存在的问题等。一次在课堂上，
我看出鸣心情不好，便发消息让他爸
爸留个心。第二天，他爸爸主动给我
打了个电话，感谢我提醒他这一情
况，说最近家里出了点事，影响到了
孩子的心情。此后，他经常与我沟
通，询问鸣的在校表现，还经常向我
询问如何辅导孩子，我总是尽我所能
给予认真的指导。

常在家长会上听到家长说：“孩
子的事就全交给您了。”事实上，家
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要善于和

家长沟通，拉近家长的心，家长才
会真心支持学校工作，共同教育好
孩子。

用了解来指导家庭教育
郑是一个内向又懒惰的同学，很

少看到他的笑容，上课经常睡觉，还
认为老师经常向他爸妈告状，让他被

“啰嗦”，说话的语气和表情都让人感
觉他很恨他的妈妈。他说他跑到家里
开的店里想帮忙，妈妈非但不领情，
还骂他不务正业；有几次他放学后晚
回家，他妈妈一直盘问他去哪里“鬼
混”了；他弟弟成绩一直比他好，妈
妈经常在他面前夸他弟弟比他好，他
感到很自卑⋯⋯说着，他流下了眼
泪，眼神中流露出了极度的委屈和憎
恨。

我的心情开始不平静了，告诉他
要去他家看看。他惊慌地问：“老师
你不会又要去告我的状吧？”为了打
消他的疑虑，我就跟他一起回家。果
然，刚进家门就听他妈妈开始数落
他，怀疑他又干了什么坏事。后来我
把郑跟我讲的几件事说给她听，她妈
妈很惊讶，说自己从没想过儿子这样
恨自己，其实她很爱他，只是从来不
轻易表露出来，经常说弟弟好是希望

他也能像弟弟那样，没想到会让他这
样自卑⋯⋯

这个妈妈确实不善于管教孩子，
才会与孩子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张。我
诚恳地劝告她：“过多批评与责骂只
会让孩子失去对学习的兴趣，同时还
会对家长感到厌烦。”“千万不要经常
在他面前说别的孩子有多好，他有多
差，这样会让他产生严重的自卑心
理，让他在家里抬不起头，没有地
位。”“孩子在学习上表现不好，不能
一味地骂他，最好能像朋友一样坐下
来和他谈心，找出他学习的困难，并
不断鼓励他、帮助他。”家访后，我
发现郑开朗多了，说现在妈妈对他的
态度好多了，不会每天都为学习跟他
唠叨，他也下决心要改掉上课睡觉的
坏毛病。

良好的家校沟通最好让孩子也
参与进来，让家长、老师与孩子的
关系平等化，用合适的方法调解家
长与孩子之间紧张的关系，并用正
确的方法指导家长如何管教孩子，
家 庭 教 育 与 学 校 教 育 才 能 相 辅 相
成、相得益彰。

（作者单位：苏州市工业园区星
港学校）

家校联系“不告状”
陆莎莎

学习是一件苦乐交织的事情，不能绝对
化地说学习是痛苦的，也不能说学习总是快
乐的。

当孩子遭遇学习困难的时候，父母要有
正确的态度——尊重个体差异，尊重孩子的
发展速度和学习方式，对孩子的期望要合
理，允许孩子在此阶段走得慢一些，帮助孩
子平稳度过这一时期，对学习仍然保有兴
趣。父母如果只指责孩子学习不努力，一味
督促孩子花更多的时间学习，既解决不了问
题，还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让孩
子对学习失去信心。孩子迷茫无助还要忍受
父母的指责，仿佛都是学习惹的祸，怎么可
能爱上学习？

对孩子来说，找到学习的意义比感受到
学习的快乐更有利于他加大对于学习的投
入。父母要采取积极的教养方式，注重让孩
子找到学习的意义。

父母的教养方式是一种与教养有关的、
稳定的态度和信念的综合体。研究表明，情
感温暖、行为指导、自主支持、父母参与、
民主等积极的教养方式，可以促进孩子的学
习投入；责罚、控制、剥夺、冷漠、专制等
消极教养方式，容易引发孩子的不良情绪，
对学习投入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学习倦
怠。

在积极的教养方式下，父母对孩子是有
要求、有目标的。这种目标并非简单要求孩
子考多少分，考上什么样的大学，而是希望
孩子能追求幸福、有意义的人生，追求卓
越，做最好的自己。

家庭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教育，父母是孩
子的榜样。父母要引导孩子学做一个优秀的
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父母自己遇到困
难如果能不畏惧、不退缩、不达目的不轻言
放弃，在做事的过程中有计划、有目标、有
毅力，力求做到最好，勇于探索，敢于创
新，不因循守旧，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就是在向孩子传递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才
可能将父母的希望变成孩子的自觉追求。

生活即学习，孩子的早期游戏、日常生
活都是一种学习，同样会遇到困难，也需要
付出努力，并不都是快乐的，有时也要经历
一些痛苦，也要承受某些方面自己不如别
人，忍受别人对自己的嘲笑或奚落，甚至有
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孩子在
这个过程中学会如何学习，学会选择，懂得
坚持什么、放弃什么，这些生活中的学习态
度和学习能力，将会迁移到课堂学习上。

不管是知识性学习还是生活技能学习，
学习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更好地适应社
会，不同领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是可以
互相迁移的。父母可以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培
养孩子正确的学习态度，进而影响到孩子的
课堂学习态度。比如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给他尝试的机会，允许失败，不断加以鼓
励。如果孩子的能力暂时达不到，就要先降
低要求，小步前进。当孩子第一次完成任务
的时候，父母是鼓励引导还是批评指责，都
会影响孩子日后对待学习的态度。

生活的智慧也是一种智慧。俗话说“心
灵手巧”，在培养生活技能的过程中，孩子
锻炼了手眼协调能力，发展了感知觉能力、
注意力、观察力等，也促进了思维的发展，
培养了计划性、条理性、灵活性和创新性，
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让孩子更加乐观自信。这些能力和品质都会
影响孩子的课堂学习，进而影响其学业成
绩。

同伴交往也是儿童生活的重要内容。在
学习如何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孩子学会推
测别人的想法，体会他人的感受，明白自己
喜欢的别人有可能不喜欢，知道人与人之间
是有差异的，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
题，学会解决冲突、协商妥协等。这种社会
交往的智慧使孩子对人性的理解更深刻，更
容易理解文学作品，写作文的时候生活素材
更鲜活，对孩子的学业学习能起到促进作
用。

生活中遇到问题如何解决，如何选择，
如何做决定，这些都可以锻炼孩子的问题解
决能力和决策能力，这些能力也会影响到孩
子的知识学习、课堂学习，父母更应当关
注。如果生活中孩子的态度是积极向上的，
对于学习的态度也会是积极的。

现在有些父母生活方面事无巨细地帮助
孩子料理得很好，学习方面却希望孩子自己
解决问题。他们忘了孩子如果在生活中没有
遇到过任何挫折、体验过失败，在学习中遇
到困难就会一败涂地。他们不知道孩子的生
活习惯、生活态度都会迁移到学习中。如果
只关注孩子的学习，父母就剥夺了孩子的生
活体验，孩子不知道学习的意义，也会让学
习变得枯燥无味，进而厌倦学习，体会不到
学习的快乐。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养方式消极
孩子不爱学习

邹泓

热点聚焦

家教主张

家校合作

压力对儿童健康成长的影响不容忽视，父母的焦虑是构成儿童压
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今，社会对于父母角色的要求越来越高，正如网络上曾经流传
的“十八得了超级妈妈”新标准——要下得了菜场，上得了课堂；做
得了蛋糕，讲得了故事；教得了奥数，讲得了语法；改得了作文，做
得了小报；懂得了琴棋，会得了书画；搜得了攻略，找得了景点；提
得了行李，拍得了照片；想得了创意，搞得了活动；挣得了学费，付
得了消费。这样的要求，几个父母能做到？

有人说现在是个拼爹拼妈的时代，各种信息都在督促着父母们不
得不努力向完美父母标准努力。不论是拼爹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
位、经济收入，还是拼妈的教育理念，父母的压力越来越大，焦虑程
度越来越高。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北师大教育学部家庭教育研究中心所做的
“2016中国亲子教育现状调查报告”显示：87%左右的家长承认自己有
过焦虑情绪，其中近20%有中度焦虑，近7%有严重焦虑。

焦虑的父母只能看见“别人家的孩子”
刘秀英

何笑莹 绘

现今父母的焦虑主要有四个方
面的原因：

新媒体的使用加重了攀比程度

攀比是人们产生焦虑的一个重
要原因。阿兰·德波顿在其 《身份
的焦虑》 一书中说：“在现代社会
中，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
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
份的焦虑便缘此产生了。”

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同样源
于比较。生活中最能加剧父母焦虑
的一句话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父母们把孩子的成长看
成了一场比赛，为了取胜，他们尽
一切努力让孩子达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的目标。
以前信息不发达的社会也有攀

比现象，但关于孩子的攀比大多发
生在自己与身边的人之间。现代社
会信息技术使攀比的区域越来越
大，自己的孩子比过了同事的孩子，
比过了同班同学，还要和生活在其
他城市甚至异国他乡的孩子相比；
攀比的内容不仅包括孩子的长相，
数学、语文学得如何，还要比上了什
么课外班、拿了什么证书，几乎要与
其他孩子的一切长处相比。

但是，信息时代的攀比，对攀
比对象信息的了解是不完整的。比
如，和邻居的孩子攀比的时候，父
母对于对方家庭的信息有更多的了
解，知道邻居家的孩子学习不错，
但是性格不太好，或是身体不好，
对一个人的认识相对比较全面而且
客观。这种客观还原了生活的真
实，让父母们意识到想要一个十全
十美的孩子是不可能的，并且也会
在对比中看到自己孩子的优点。但
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往往是不完整
的，事实并不像传递出的信息那么
完美，或有夸大的成分。因为生活

没有交集，我们看到的信息更多是
经过粉饰的，如同经过“美图秀
秀”的照片，让人感觉自己与他人
相比总是不够美。拿自己的孩子与
众多优点拼接而成的那个其实并不
存在的完美的“别人家的孩子”相
比，父母们往往会越比越觉得自己
的孩子不行，越比越着急，焦虑因
此而生。

未来无限的可能性加剧了竞争

父母的焦虑与现实社会所处的
发展阶段有关。按照马斯洛的社会
需求理论，一旦人的生理需求得到
满足之后，其他需求就会被提到日
程，比如被尊重的需要。大多数的
中国人已经进入了此阶段。

能否获得尊重，往往与人们的
身份与地位相关。社会发展到今
天，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小，
上升的路径越来越窄。对于很多人
来说，相对公平的高考可能是一生
中最重要甚至是唯一一次自己可以
掌控的决定命运的机会，对于很多
家庭来说，高考也可能是唯一一次
可以改变家族所处层级的机会。

这条路给了人们无限想象的空
间。尽管教育学者们不断告诫说孩
子是有差异的，不可能每个孩子都
考第一，不可能每个孩子都能上北
大、清华，但是父母们会想“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谁说我的孩子就不行
呢”。想实现此目标，就要想办法在
竞争中取胜，就要比他人更努力，付
出更多，于是父母的焦虑感越来越
强。

家庭重心下移导致过高期望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子
女数的减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教
育支出的增加，价值观的转变，这一
切导致家庭重心下移——从以长者

为中心转向了以孩
子为中心。

家 庭 重 心 的
下移，一方面让
人们更多地回
归 了 爱 孩 子
的 动 物 本
能 ， 另 一
方面对这种爱投射了更多期许。有
研究发现，大部分家长对学生学习
成绩的期望高于实际成绩，接近
80%的家长期望孩子在班上考第一
名，98.9%的家长期望孩子能上大
学，90%以上的家长期望孩子将来
至少要取得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

父母的焦虑与其对孩子的高学
业期望高度相关。现在的教育对于
家庭来说更像是投资，如果孩子表
现得不好，意味着父母投资的失
败。父母作为投资者，面对孩子发
展的不确定性，焦虑也就成为了必
然。

亲子一体化心理导致界限消失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亲子一体化
心理,造成亲子间的权利与责任界
限几乎消失。亲子间荣辱紧密相
关，许多父母在单位就是比孩子。
孩子表现好是父母教育的结果，是
父母的骄傲，父母面子上有光；如
果孩子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父母会
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亲子一体化心理导致父母与成
年后的孩子仍然无法分离。父母会
忧虑孩子的未来生活，因为如果孩
子生活得不好，自己不仅没面子，
生活质量也会受到影响。现实生活
中出现的“啃老族”让父母苦不堪
言，也让父母承受了孩子没有培养
好的后果。如果父母认为孩子的一
生都要由自己负责，对教育孩子就
不可能不焦虑。

为什么焦虑

父母的焦虑情绪很容易引发对孩
子“拔苗助长”，实施过度教育，一
方面给孩子形成压力，另一方面也容
易造成亲子关系紧张。

要减轻孩子的压力，父母就必须
缓解自己的焦虑，回归平和的心态。

转移注意力，关注自我成长

父母的身份焦虑是双向的，一方
面焦虑于自己的社会角色，一方面焦
虑于自己的父母角色，二者又有相关
性。自身发展不如意的父母往往归因
于自己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考
取名校；自身发展得好的父母，因为
认识到了知识的价值，对孩子寄予更
高的期望，希望孩子能够保住甚至超
越自己所在的阶层。

父母首先要把眼睛放到自己的
身上，要对自我发展做全面分析，
不要武断地认为学历左右了自己的
全 部 生 活 。 其 次 不 要 放 弃 自 我 成
长，不要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孩子
身上，过度关注一件事情就会导致
焦虑。

调整发展目标，做好心理建设

当一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
候，内心才会是宁静的，才能把注意

力投放到他人身上，才能听到他人内
心的想法。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父
母只有调整、控制好自己的需求，给
孩子定下合适的发展目标，自我的需
要才能得到满足。

内心宁静的父母才能“看得到”
孩子，“听得到”孩子，才能了解孩
子的所长所短，不再定睛于“别人家
的孩子”。

加强学习，掌握正确方法

焦虑往往源于对于某件事情无法
掌控，一些父母正是由于不了解孩子
的成长特点，对什么才是孩子成长过
程中最重要的有错误认知，才会导致
焦虑。所以，父母要加强学习，了解
了孩子的发展规律，掌握正确的成才
观和科学的教育方法，焦虑就会越来
越小。

面对焦虑的父母，孩子也容易焦
躁、焦虑，进而感到压力。孩子最需
要的是父母不疾不徐的陪伴、耐心的
倾听。所以，希望孩子健康成长的父
母，需要时刻关注自己的情绪，克服
内心的焦虑。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
庭教育研究所所长，《少年儿童研
究》杂志主编）

如何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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