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家教周刊·父母课堂

2017 年 9 月 7 日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星期四

主编：
杨咏梅 编辑：
黄文 设计：
王星舟 校对：
赵阳
电话:010-82296652 邮箱:jiatingjiaoyu@edumail.com.cn QQ 群：
371368053

有问有答

刚开学，
孩子为什么总想在家当病人
马志国
解决反而更严重了。目前孩子
的生活都乱了，晚上不睡早上
不起，不出门不见人，不洗漱
不洗澡。有一次我催促她洗
澡，她立刻大喘气、头晕、手
冰凉、浑身无力，几乎站不
住，让我把她抱上了床，躺了
半个多小时才缓过来。就这
样，只要有点什么情况让她不
高兴了，她就会大喘气、头
晕、手冰凉、浑身无力。现
在，她还是有病的样子，不洗
漱、不洗澡、不愿出门。
让我困惑的是，我感到她
好像不想把病治好，好像总想
在家里当病人。孩子为什么这
样？是不是装病？我该怎么办？
您的读者 冯桂华
冯桂华朋友：
你好！
从来信介绍的情况看，孩
子确实没有什么病，医生的诊
断已经证实。那么，为什么想
躲进病里不愿出来？为什么总
想当病人？
说孩子装病有点冤枉。从
心理角度说，没病闹病叫扮演
病人。扮演病人，在心理学上
叫作躯体化现象，就是在遇到
生活困境难以面对的时候，潜
意识里会让心理压力转换成某
种躯体症状。人们生活中的许
多病症，都是心理压力的躯体
化。这是人在进行自我心理防
卫，以免除内心的痛苦和焦
虑。人的自我心理防卫机制建
立在潜意识中，是在不知不觉
中使用的。扮演病人是无意
的，是潜意识的活动，装病是
有意的，是思想意识里的活
动。所以他们不是装病，是扮
演病人，是躯体化现象。用一
句形象的说法，叫作心病跑到
身体上。

人的身心有着很奇妙的互
动关系。心理有了闹病的需
要，躯体往往就会很好地配
合，从而出现种种症状，出现
躯体化现象。不仅如此，有时
候还会真的出现躯体疾病。就
是说，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真的
有病了，这个“病”，也是人自
己想出来的，是人需要它，是
为了逃避某些生活困境或心理
压力。
很多时候，生病是人的一
种需要。一个人生病了，常常
是他需要生病了。什么时候人
需要生病？面对生活困境的时
候，面临心理压力的时候。这
时候，人就会生病，从而回避
生活困境，缓解心理压力，应
付现实难题。这样说来，病就
成了人心灵的一个避难所。这
就是你们孩子总想躲在家里当
病人的原因。
你们孩子就是因为心理压
力太重了，才总想当病人。从
来信介绍的情况看，“太在乎学
习名次了”，“一直考试在班上
前三名”，希望“选三好生时几
乎全班通过”，不难看出完美主
义和过高自我期望，是孩子由
来已久的心理压力。进入初
中，孩子进入了青春期，自我
意识的心理困扰、人际关系的
心理困扰、两性关系的心理困
扰，形成了重重心理压力。进
入初二，又是一个学业和心理
压力增加的年龄段。
如此重重压力面前，孩子
感到选三好生难以全班通过，
考试成绩也优势难保，在老师
和同学眼中将失去往日的辉
煌。这一切压力，对于自我期
望过高和过于完美主义的女孩
来说如何承受？人的心理压力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自发
地选择逃避困境。这时候人就

（扬子晚报 8 月 28 日）
最近南京一些婴幼儿家长中流行让几
个月大的婴儿趴在床上，家长手拿一叠卡
片在宝宝面前一张张闪过，并且用超快的
语速念卡片上的内容，他们相信如此训练
能提高宝宝智力。
点评：这种“闪卡”当初是为了训练
脑瘫孩子的。
（澎湃新闻 8 月 31 日）
一位网友吐糟自家 10 岁的小侄子成
绩优异，各种业余爱好也出类拔萃，但他
却觉得自己爸妈不配有他这么好的儿子，
他努力优秀，只是为了自己能早日脱离无
能无知的原生家庭。
点评：孩子优秀了，家长可别拉低家
庭的平均分。
（新京报 9 月 1 日）
受台风影响，南宁机场有航班无法起
飞，部分旅客因不满航空公司的改期及座
位安排，
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强行让孩子
进入值机柜台内，
看着孩子在里面玩闹。
点评：这些家长在刻意培养熊孩子。

CFP

马老师：
您好！
我的女孩今年 13 岁，刚读
初二。在大家眼里，她是个听
话、懂事、爱学习的好孩子。
从小学到初中，一直考试在班
上前三名，也特别知道刻苦努
力。但性格孤僻，朋友少，觉
得自己长得难看没人喜欢。她
希望自己也能跟她的一个同学
那样，选三好生时几乎全班通
过，但是，每次她总是票数不
够，让她很郁闷。
我感觉，孩子从进入初中
就像变了一个人，喜欢自己一
个人在房间里，生气时撕纸，
用刀子划自己的胳膊。都说是
青春期闹的，说说她改了，我
也没在意。没想到发展到今天
这样，都是我们只重视学习不
重视心理健康的结果。
今年暑假后开学升入初
二。可是刚上两天课，她就说
浑身关节疼痛上不了学了。在
家休息了两三天，上了两天学
又说还是浑身疼，又不去上学
了。她从小学三年级时闹过左
手中指指关节疼，到五年级她
说所有手指脚趾都疼。看了不
少医生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这
次她说浑身疼，我带她去医院
检查，结果都正常。
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我
们看了一次心理医生。医生认
为她精神上没什么问题，就是
太敏感，太在乎学习名次了。
建议我们先放一放学习。此后
孩子开始休假，每天早上怎么
叫都不起，拽起来，不能走
路，手也不能活动。可是到了
10 点钟，就能走路、手能活动
了。后来我们看了精神科，医
生认为她是抑郁状态，开始吃
药治疗。
可是，现在问题不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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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扮演病人。于是，女孩开
始生病了，病症成了最合适不
过的心灵避难所。在这个避难
所里，心灵痛苦似乎可以暂时
得到缓解。
心病容易跑到身体的哪个
部位呢？这就看哪里需要有病
了。通常是，哪里需要哪里
病。比如说，需要用脑子的
人，压力来了往往是脑子生
病；需要用腿的人，压力来了
往往是腿闹病。你们的孩子想
逃避学习压力逃避学校生活，
自然需要浑身关节疼了：手关
节疼痛不能写字了，腿关节疼
痛不能走路上学了。
心病跑到身体上，还会得
到平时得不到的一些“附带好
处”，比如家人的关照、困境的
回避、责任的放弃等。不言而
喻，孩子扮演病人的过程中，
必定会得到很多这样那样的附

带好处。最明显的一个附带好
处就是，如果不是闹病，目前
这样逃避学校生活，家长肯定
是不答应的。这些附带好处，
又会强化扮演病人的反应模
式，让孩子躲进病里不愿出
来，以至于好像不想把病治好。
面对孩子扮演病人的情况
怎么办？
一个是认知调节。就是通
过深入沟通交流，促使孩子确
信，躯体化现象实际上不是
病，从而促成孩子不再扮演病
人，敢于面对自己的现实问
题。心理咨询中很多成功的案
例，都是青少年本人看清自己
的问题后，坚决不再扮演病人
顽强自救的结果。具体说来，
应该和孩子协商好，尽快停
药，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应
该着重心理调整。必要的话，
可以考虑带孩子接受当面心理

咨询。
一个是行为调节。就是促
成孩子本人的积极行动，哪怕
还会有症状，也带“病”学习
和生活，而不要逃避生活。具
体说来，就是促成孩子走出家
门走进学校。这除了孩子的坚
定自救，还需要家长的配合。
比如，家长狠狠心撤销“附加
好处”，也就是当孩子出现症状
时不再给予特别的关心，表现
正常时及时给予关注和鼓励。
再比如，撤销孩子在家里当病人
的“特殊优待”，让孩子感觉在家
里还不如走出家门，迫使孩子走
出家门走向学校。
此外还有一点，孩子之所以
过于完美主义和过高自我期望，
根源在哪里？与家长的态度必
有直接关系。所以，平时家长一
定要调整对孩子的期望值。
应用心理学研究员 马志国

（中新经纬 9 月 2 日）
浙江义乌的一位妈妈打算给即将去上
大学的女儿每月 1200 元生活费，衣服鞋
子话费等开销另出钱，却被女儿怒怼“我
是不是亲生的”，并称同学的生活费是她
的好几倍。
点评：父母给的生活费可以有限，孩
子内心的欲望不可无限。
（扬子晚报 9 月 2 日）
暑假里，无锡大桥中学学生周瑀烨和
妈妈一起，用 20 天的时间骑行了 2200 多
公里，完成了从成都到拉萨的川藏行。
从 10 岁开始的青海湖骑行到今年暑假的
川藏行，小周每年暑假都要和妈妈来一
次“穷游”。
点评：行万里路比任何补课都有用。
（中国青年报 9 月 4 日）
女儿刚上五年级时提出要手机，因为
女儿成绩一直很好，北京妈妈刘湘满足了
女儿的要求。一个暑假后，刘湘竟发现女
儿懂得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在不少
群里起很“香艳”的网名。
点评：手机可以用，给之前最好与孩
子“约法三章”。
（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鞠锋）

教育大数据时代 一起作业如何引领潮流
全面落实“核心素养”
随着“互联
网+”与传统教育
的深度融合，以及
信息技术的不断变
革，我国的教育理
念、教育治理、教
学组织与方法等方
面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身处信息
爆炸的时代，如何
更快速、高效地接
纳呈指数曲线膨胀
的知识？如何推动
核心素养落实到每
个学生？以及互联
网教育平台如何创
造更多的社会价
值？这些核心问题
成为掌握教育变革
的命脉所在。
在第七届中国
数字出版博览会
上，中国教育学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杨念鲁表示，
“互 联 网 + ” 教 育
正在通过大数据分
析改进教学策略、
教学方案，在孩子
学习过程中的环节
能够做出比较准确
的分析。为促进学
生核心素养的落
实，中国教育学会
开展了“十三五”
重点课题研究，全
国 较 大 的 K12 教
育平台一起作业在
其中奉献了不可小
觑的力量，得以让
我们重新认识“互
联网+”教育的优
势与魅力。

高校与互联网教育平台齐发力

一起作业创始人兼 CEO 刘畅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表演讲

大数据赋能教育

2016 年教育部门正式发
布 《中 国 学 生 发 展 核 心 素
养》，标志着中国的教育改革
从“知识本位”时代走向了
“核心素养”时代。在这一背
景下，一起作业联合北京师
范大学申请了中国教育学会
“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
《基于混合式作业的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评价与促进研究》。
在北师大教育学部教育
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讲
师、心理学博士李亦菲看
来 ： 混 合 式 作 业 （blended
classwork/homework） 是 在 课
改背景下产生的新作业形
式，包含线上作业和线下作

业。北师大教育学部承担着
该课题的科研任务，重点关
注如何进行作业的线上线下
结合、学习内容与作业内容
的组合搭配、学习数据的采
集和评价三方面内容，以课题
为抓手，促进核心素养教育。
为促进学生数学核心素
养的提升，更好地开展符合
时代要求的教育实践和创
新，考虑到南开中学已和一
起作业展开两年的合作，积
累了一些经验和数据，因此
南开中学申请了子课题 《基
于混合式作业的学生数学核
心 素 养 评 价 与 促 进 研 究》。
2017 年 4 月 20 日，子课题的

开题仪式在南开中学举行，
李亦菲博士为课题组作了子
课题研究指导。
林秋莎老师也表示，在
未来的两年当中，南开中学
课题组将从中学数学混合式
作业模式、基于混合式作业
的多元教学评价、混合式作
业对促进落实高中数学核心
素养等方面展开系统的研究。
目 前 ，一起作业已在南
开中学、武汉小学、巴蜀中学
在内的各地 20 所示范学校开
展了不同方向的子课题研
究，覆盖了不同年级、不同学
科，预计于 2017 年底进行中
期课题汇报，并于 2018 年底

进行论文发表以及专著出版。
但核心素养的落地绝不
仅仅依靠学校和老师，家庭
教育同样重要。在家庭教育
中，互联网教育平台充当了
父母和子女关系的调和剂，
强调“陪伴”的意义远远超
过提升学习效率本身。如一
起作业通过“家长通”APP，
将老师、学生和家长三方联系
到一起，有效地促进了师生、
家校、亲子间的互动。孩子各
科作业完成情况都会由老师
通过作业报告的方式推送在
这里，从而让家长快速、及
时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真
正做到“关心”和“陪伴”。

引内容传理念

数据驱动和教育均衡是核心价值
大数据正在重塑我们对
教育的认知。2016 年乌镇世
界互联网大会上，一起作业
创始人兼 CEO 刘畅分享了大
数据赋能中国教育的两个价
值，即数据驱动和教育均
衡。他介绍，受制于过去传
统的技术条件，大多数的地
区、省依赖于每学期一次或
每年一次的抽测、统一考试
进行教学评估。如今每天就
可以产生数以亿计的作业统
计，大量的数据统计将使学
情分析更加精准和客观。
对于互联网教育企业而
言，更大的优势表现在能够
收集更多维度、更大量级的
教育数据。一起作业将这一
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
进入公立学校真正实现了数

据驱动教学。
南开中学的林秋莎老师
在日常教学中常通过大数据
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在使
用一起作业的两年时间里，
学校依靠一起作业的智能题
库来实现高质、高效的精准
命题，并且通过网络定期向
学生推送暑假作业，然后利
用大数据进行教学评价和诊
断，从而实现减负增效。
据林老师介绍，南开中
学的老师惯于用事实和数据
说话：从过去纯手工出题、
判卷、录入分数、人工去采
集数据、老师制作图表并分
析，到现在通过一起作业实
现一键智能组卷、智能阅卷
机扫描阅卷以及录入成绩，
最终通过学情分析得出各种

数据分析，彻底摆脱了烦琐
的人工操作，真正实现了数
据式教学。对此，林老师在
数博会“深度融合、互促发
展、助力 K12 教育”一起作
业分论坛上给予了高度评
价：“一起作业为学生建立
起动态的成长档案，提供了
个性化的学习分析和评价报
告，为教师调整教学提供了
依据。这一过程中不断充实
和完善了大数据支持下的校
本题库，可谓一举多得，受
到学生、家长和老师的一致
好评。
”
一起作业对学生做作
业、考试等学习行为数据的
采集和分析工作，在帮助老
师减负的同时，让学生享受
到了个性化的教学。

互联网教育平台投身公益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大数据助力核心素养落
地，互联网教育平台起着纽
带式的作用。然而一起作业
在教育信息的传播中还创造
着重要的社会价值。
在教育层面实现“引进
来”和“走出去”，即教育的
进口与出口，将国外的优质
内容引进来，同时将国内先
进的教育理念传播出去。
为了落实好“引进来”
和“走出去”，一起作业联合
创始人肖盾在数博会上表
示，一起作业与人教社、外
研社、北师大出版社等 50%
以上中国基础教育教材出版
社达成了正式的战略合作。
此外，一起作业还与国际上
久负盛名的剑桥大学出版社
也达成深度合作，这意味着

更前沿、更优质的学习资源 养 他 们 的 公 益 意 识 ， 传 递
将通过一起作业平台引入进 “让公益成为美好体验”的理
来。
念，希望他们今后能够回馈
教育作为一个有温度的 社会，这也是驱动一起作业
行业，与公益的关系密不可 一直往前走的更大动力。
分。因此除了不断挖掘新的
教育改革和理念创新日
商业价值，国内众多互联网 趋深入。大数据引导的个性
教育平台都在积极开展公益 化学习、教育生态环境和功
活动，不断创造更有意义的 能的多元化、素质教育的深
社会价值。以一起作业为
例，其线上线下的公益活
动，均为纯公益性质的，如
蒲公英图书馆、“小小铅笔”
公益计划、北京仁育苑的英
语课堂……肖盾认为这些还
远远不够，他觉得公益活动
本身有很强的社会价值，除
了促进教育公平之外，一起
作业联合平台上千万小朋友
共同参与公益活动，旨在培
南开中学子课题开题会议留影

入贯彻……这些在今天看来
是教育行业的风口，但极有
可能在下一次变革中就成了
历史，更加先进的理念和技
术就会取而代之，诞生的是
更加符合人类教育发展所需
的产品。“互联网+”教育将
在未来掀起怎样的浪潮，让
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