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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案例
“学校的家长课程给我解
答了孩子成长中的困惑，让我
受益匪浅。”
“ 感谢学校举办的
家教沙龙，为我们家长培育孩
子搭建了有效平台。”……这是
山东省青州市益都师范学校附
小家长们的肺腑之言。
山东省益都师范附小是一
所百年老校，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学校积极探求适合学生发
展的家庭教育方法，与家长携
手点亮孩子幸福人生。
“要像重
视学科教学一样重视家校共
育，开设最适合的家长课程，全
力提高家校共育水平，”学校是
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家教主张

面对孩子的错误
不妨“无错推断”
房超平
面对孩子的问题，很多家长和
老师束手无策。其实，只要遵循
“无错推断”的原则，孩子的错误
都是可以解决的。所谓无错推断，
主要是参考国外法律的无罪推断原
则推理而来，其大意是，假定嫌疑
人无罪，只要找到其任何无罪证
据，就可以证明其是无罪的。借鉴
这一做法，无错推断原则，就是假
定学生不会犯错误，家长或老师只
要找到孩子无错的理由，就可以证
明孩子是无错的。
根据无错推断原则，我把学生
的错误分为四类。
第一种是无知的错误——孩子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家长或老师只
要给孩子讲清道理，告诉孩子错在
哪里，以后注意就可以了。
我曾发现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
在教室外面被老师罚站，我问他为
什么被罚，他说不知道。我问：
“你
出来之前做了什么事？”他说：
“我
看见前面女孩的发卡非常漂亮，我
想把它拿下来，结果拿的时候，她
哭了。
”我问：
“她为什么会哭呢？”
他说：
“可能弄疼她了。
”我问：
“你
拿发卡的时候，她在干什么呢？
”他
说：
“她在认真听课。
”我说：
“人家
在听课，你弄人家发卡，人家当然
不开心啦。
”他说：
“我明白我错在
哪里了，我不该在上课的时间拿她
的发卡，那下次我下课的时候拿。
”
我说：“下课的时候拿就合适吗？”
看孩子不吭声，我接着问：
“比如你
家有个好东西，我喜欢，我就可以
拿走吗？”他说：
“不可以。
”我问：
“该怎样拿别人的东西玩？”他说：
“我跟她去商量，她同意我再去
拿。
”我说：
“你真聪明。
”
这样启发下来，这个孩子逐渐
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了，他以后就不
会再犯类似的错误。相反，如果家
长或老师不问青红皂白把他批评一
通，他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以后还会犯类似的错误，甚至会因
为家长或老师“无缘无故”的批
评，而变得不讲道理。
第二种是无能的错误——孩子
因为能力不够而导致做的时候出现
错误。这时不仅不该批评，有时候
还要表扬他。这时，家长或老师要
告诉孩子，以后再做这种事情之前
要考虑一下，看看自己能做好吗，
不能做好先不要急着去做，否则就
可能导致错误。
比如，孩子想端水给父母喝，
但是不知道水杯很烫，杯子掉地上
摔碎了，这时，家长或老师就不应
该批评孩子。同样，孩子因为基础
差、作业太难或太多等主客观原因
而未能完成作业，去批评他就不合
适。
第三种是有意的错误，比如，
某同学骂了另外一个同学，被骂的
同学便打了他一巴掌。他可能是这
么想的，别人对自己不好，我也应
该对别人不好。如果家长或老师这
样告诉孩子：“骂人当然不对，你
这样做就是正确的吗？”孩子就会
想：“是啊，别人骂我，我不应该
动手去打别人。”这样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这种错误也不需要批评。
第四种是恶意的错误——孩子
明明知道是错的还故意做。我认为
这也不应该怪罪孩子。孩子之所以
跟家长或老师对着干，之所以故意
犯错，一定是家长或老师的行为让
他厌烦或者痛苦了，他才故意犯错
让家长或老师生气。或者因为家
长、老师看不到自己的优点、不关
注自己，故意找茬让他们关注自
己。对这样的错误，家长、老师要
反思自己的行为，必要的时候还要
向孩子道歉。
总之，归类分析之后，我们就
可以理解孩子的行为，不用批评的
方式来教育孩子，孩子会进行自我
教育的。
（作者系深圳南山区大学城丽
湖实验学校校长，著有 《好教育成
就好孩子——解密熊孩变学霸的
45 条法则》）

适性课程 解决家
庭教育的困惑

CFP 供图

警惕少儿生活方式隐患
孙宏艳

调查发布

2016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在北京、上海、广州、云南、陕
西、辽宁 6 个省 （市），对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进行了生活方式大调查。调
查共涉及 48 所中小学校，回收有效样本 4196 份。经过与 2004 年同样问卷调查的对比
分析，发现少年儿童生活方式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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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摊吃早餐增多，用餐过
快现象增多，情绪化进餐增多
调查发现，有近六成中小学
生 （58.3%） 在家吃饭，16.7%
在 学 校 吃 ， 6.0% 在 餐 馆 吃 ，
7.2%在路边摊吃，5.3%走路或
乘车时吃。80.0%的孩子休息日
在家吃早餐。与 2004 年的城市
学生数据比较发现，平日在路边
摊吃早饭的比例增加了 4.8 个百
分点，休息日在路边摊吃早饭增
加了 1.7 个百分点。
科学的早餐时间应该是
15—20 分钟，午餐、晚餐时间
应该在 20 分钟以上。但数据显
示，早餐和午餐分别用 5 分钟以
内 、 6—10 分 钟 、 11—15 分
钟，3 种合计比例超过 70%；晚
餐过快的也有 58.2%。与 2004
年相比有所增加。
调查发现，近半数中小学生
看见食物就想吃，近三成有节食
减肥想法，近三成因情绪不好不
吃或大吃，两成多零食吃多了不
想吃饭，两成多因为学习压力大

不想吃东西。和 2004 年比较，
睡眠障碍，例如睡不着（25.6%）、
这些方面的比例都有增加。
做梦特别多（19.4%）等。另外，
部分学生存在睡眠问题，有
因为看电视、上网、玩游戏晚睡的
近三成没有固定作息时间，近两
比例均在一成以上，值得父母和
成在 12 点以后睡觉
教师高度关注。
本次调查发现，有 70.8%的
纵向对比发现，因为作业多
孩子有固定的作息时间，29.2%
睡眠不足的比例下降了 5.9 个百
没有。对城市孩子纵向对比发
分点，因为写作业慢睡眠不足的
现，71.8%的城市孩子有固定的
比例下降了 3 个百分点，但是
作息时间，比 2004 年的调查结 “ 环 境 太 吵 ” 上 升 4.4 个 百 分
果 （73.0%） 有小幅度的减少，
点，“看电视”上升 2.8 个百分
降低了 1.2 个百分点。此外，还
点 ， 上 网 上 升 10.8 个 百 分 点 ，
有部分学生存在一些不良睡眠问
玩 游 戏 上 升 6.6 个 百 分 点 。 可
题。例如，有近三成表示很难入
见，网络与游戏对睡眠的影响有
睡，近半数曾经为完成作业少睡
明显增强。
觉，三成多上课或写作业的时候
逾两成学生课间很少或几乎
打瞌睡，近两成很晚睡，近两成
不出去活动，平日课余运动时间
12 点以后睡。长期熬夜会破坏
不足一小时的比例超过六成
生物钟，也会直接影响到孩子们
调查发现，学生课间越来越
的生长发育。
懒得动。“几乎每次都出来”的
对学生的睡眠不足原因进行
比例只有 17.2％；“经常”出来
调查发现，首先与作业有关，排
的有 27.2%，“有时”出来的有
在前两位的分别是作业多和写作
32.2% ， 以 上 合 计 76.6% 。 但
业慢，选择比例分别为 45.3%和
是，课间“很少”出教室活动和
30.3%；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存在 “从不出来”的，分别为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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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识不足
观念决定行为，孩子们对饮
食、运动、睡眠、休闲等方面的
认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生活方
式的选择。调查发现，有 26.1%
认为水果可以代替蔬菜；20.2%
认为进口食品比国产的好；
20.1%认为喝饮料比喝白开水健
康；12.7%认为价格越贵的食物
营养价值越高；33.9%同意“睡
眠不足可以补回来”；26.3%同
意“为了学习少睡点觉没关
系”；有近三成 （28.4%） 认为
学习比运动重要。
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被弱化
生活的权利应该属于自己，

和 2.8％，合计为 23.4%。
对比 2004 年的数据，2016 年
课间出去活动的比例为 80.1%，不
太出去活动的为 19.9%；2004 年
课间出去活动的比例为 84.2%，不
太出去活动的为 15.8%。数据还显
示，学生的课余运动时间也远没有
达到国家标准。每天课余体育运动
时间不足 1 小时的比例接近七成。
学习日近半数、休息日近四成
少年儿童课外阅读时间不足半小
时。因为看电视、上网不出去玩的
比例明显增多
统计发现，上学日有 47.5%每
天阅读课外书不足半小时，有
21.0% 花 费 30 分 钟 到 一 小 时 ，
31.5%阅读时间超过一小时。休息
日每天阅读时间不足半小时的比例
为 38.8%，13.4%阅读半小时到一
小时，47.7%超过 1 小时。另外，
经常去图书馆的比例仅为 22.4%。
2004 年因为看电视或上网不
出去玩的比例为 38.9%，而 2016
年 为 53.7% ， 上 升 了 14.8 个 百 分
点。

影响少儿健康生活的四大因素

但是调查发现，有部分孩子难以
自主安排生活。有 17.1%在调查
前一周的课余没有随意玩的时
间；上学日每天玩耍时间不足一
小时的有 60.3%，休息日玩耍时
间 不 足 1 小 时 的 有 32.9% ； 有
52.2%的父母曾经对孩子与伙伴
一起玩加以限制、阻拦。而且，
对比城市数据发现，这种现象在
加 剧 。 2016 年 比 例 为 25.8% ，
较 2004 年 （16.6%） 增加 9.2 个
百分点。
缺乏家庭、
学校的全方位支持
少年儿童是否拥有健康的生
活方式，与家庭关系紧密，父母
的生活方式对孩子具有基因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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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要做健康父母，建立健
康家庭
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生活
教育，培养孩子拥有健康的生活
方式，是每一位家长的责任。父
母要特别重视自己的健康素养与
健康生活行为，要为孩子改变自
己的不良生活习惯，和孩子一起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父母也要
重视健康家庭的建设，为孩子营
造健康的生活环境。
把健康生活方式教育纳入学
校教育
学校要特别重视学生的身心

少儿生活方式有四大隐患

影响。调查发现，有两成父母经
常带孩子去餐馆吃饭，有四成父
母从来不和孩子一起运动，有三
成多父母曾经在餐桌上训斥孩
子，还有些父母经常自己上网玩
游戏到很晚。
此外，中小学生的生活方式
还与学校密切相关。如果学校更
重视学生的成绩，作业太多，课
间不许出去，老师占用课间操、
体育课、课后运动的时间，自然
会影响到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调查发现，感到课业负担重
的学生有三成多 （30.3%），上
学日写作业在 2 小时以上的比例
为 37.9%，休息日写作业 2 小时

以上的比例为 57.7%。
互联网给生活方式带来隐性
影响
“00 后”一代作为网络原住民，
他们能够充分地享受“互联网+”时
代的新生活。但是，
我们也看到，
互
联网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带来了一些隐性伤害。调查发现，
有半数多孩子小学生因为上网或看
电视而放弃出去玩耍的机会，有一
成多因为上网而睡眠不足。互联网
使一些少年儿童习惯了晚睡、少
睡、不运动、不出门。这一现象值
得父母和老师关注，要避免互联网
的双刃剑效应，尽量将不良影响降
到最低。

引导少儿健康生活的四条路径

健康，创造条件帮助学生养成健
康的生活习惯。教师要摒弃那些
为了成绩而忽视学生健康的行
为，在课堂教学、课间活动、课
外实践中积极加强健康教育以及
生活方式养成教育，把健康理念
贯穿在教学中，也贯穿在陪伴所
有学生、陪伴学生成长的所有阶
段。学校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
求，设计不同的健康生活教育课
程，把健康生活方式教育看作与
语文、数学、外语等课程教学同
等重要，用适合孩子们接纳的内
容对他们进行生活方式教育的全

覆盖。
多渠道提升孩子们的健康生
活素养
当代少年儿童是网络原住
民，融媒体已经走进他们的生
活。门户网站、电视、报纸、手
机 APP、微信公众号、头条号
等多种媒体，均应深入宣传健康
生活理念、知识、方法、技能、
规律等，使孩子们不仅掌握科学
的生活知识，还要学习到健康生
活的技能。
多角度宣传健康生活方式
社会应以共建共享为出发

点，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区的不
同作用，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提供
资源与环境。要积极发展健康文
化，大力推进健康生活的专业化指
导，大众传媒及明星偶像应重视健
康理念的宣传，引导孩子们了解健
康生活的价值。在提供健康生活资
源的同时，也要给他们切实有效的
生活指导，在营养保健、医疗卫生、
科学运动、积极休闲、安全旅游等方
面开发一些有趣的生活资源，更好
地为少年儿童健康生活服务。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

刘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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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最适合的家长课程

主编：
杨咏梅

2018 年 1 月 11 日

“适性课程”是在广泛调研
的基础上，征集各年龄段家长
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困惑，开设
的“最适合”家长的课程。去年
一年时间，学校共 8 次邀请专
家，推出适性课程 13 次，培训
家 长 4500 余 人 次 ，解 答 了
1200 多名家长的家庭教育难
题，
收到良好效果。
每年新生入学之初，开设
新生家长课程班，发放《幼小衔
接家长手册》，邀请家庭教育专
家帮助家长明确怎样帮孩子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尽快适应
小学生活。一年级九班赵奕皓
的爸爸是一名企业员工，平时
工作很忙，辅导孩子成长经验
不足，对他来说，怎样让刚上一
年级的孩子养成好习惯，成了
令自己头疼的事。就在这时，
学校开设的新生家长课程如一
场及时雨，将他这个家庭教育的“门外汉”带进了陪伴孩子
成长的智慧殿堂。
根据六年级毕业班的特点，专门举办毕业生家长课程
班，
邀请家庭教育专家为家长重点作
“毕业生心态分析”
“如
何做好小学与初中的衔接工作”等讲座。去年 6 月，学校就
邀请了青州市教育局家庭教育教研员高振中为大家作了
“小初衔接——学生青春期教育”
的讲座。
潜力生，既指学习困难的孩子，又指特殊性格的孩
子。该课程班聘请资深教育专家和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
运用科学理念，分析孩子的现状和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的
主客观原因，制定双方配合的策略，从而取得理想效果。
五年级学生李云青自控力特别差，家长非常苦恼。在家长
课程班专家和老师的帮助下，该生家长不断改进家教策
略，改掉了孩子的一些坏习惯，孩子的成绩逐步攀升并被
评为“学习标兵”
。

家教沙龙 家长的“成长驿站”
每周四晚上的 7 点到 9 点是益都师范附小雷打不动的
家教沙龙时间。学校利用这个时间，为家长提供菜单式家
庭教育服务。
“孩子不爱阅读，有什么好办法？”
“孩子读了不少书，
但
是阅读水平怎么没见提高？
“
”我的孩子总喜欢读类似《阿衰》
等漫画书，
目的性不强。
”
……这是家长们正在热烈讨论孩子
阅读的问题。听完家长们的讨论后，
只见一位年轻女士站了
起来：
“我也有过跟大家类似的感受，
我今天来就是和大家一
起探讨学生如何阅读的问题。
”
这位就是这次家教沙龙的主持
人、青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小学语文教研员、学校家委会秘书
长万静老师。
五年级学生赵海玉的爸爸赵振升深有感触地说：
“这是
新学期以来我第三次参加学校家教沙龙，这次我是和同事
换了夜班来参加的。听了万老师的阅读分享，我认识到了
阅读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意义。下一步，我让孩子将‘泛
读’
和
‘精读’
有效结合，
阅读既要有量，
更要有质。
”
自 2016 年秋季新学期家教沙龙成立以来，像这样的精
彩活动周周都会上演，学校家委会不仅邀请家教专家担任
嘉宾，同时学校的名师和骨干班主任也积极参与到家教沙
龙中来和广大家长互动、交流。先后有 1000 余名家长前来
参加沙龙活动，家教沙龙被家长亲切地称为育人之路上的
“成长驿站”
。

教师“走出去” 家长“请进来”
学校以增进家校沟通、形成教育合力为出发点，
每年开
展“百名教师访千家”
“大家访”等活动，架起了家校沟通的
桥梁。去年“大家访”活动，学校 100 多名教师利用一个月
时间走遍了 2300 多个学生家庭，把学生的在校表现和先进
的教育理念带给了家长。
三年级一班班主任赵秀芹告诉笔者，
家访前，
她和各科
老师先对每一名学生的情况进行了汇总，
同时，
学校对家访
的老师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使老师们了解当前先进的家庭
教育理念、掌握家访的方法和技巧，力争通过家访“答家长
之所惑，
解家长之所难”
，
真正取得家访的实效。
在深入家庭大家访的同时，学校还精选优秀教师深入
社区、军营，送课上门。去年暑假期间，学校李珊和张静静
两位老师受邀到火箭军青州士官学校，为军人及子女讲解
学习方法、传授育人经验，
得到了官兵的高度赞扬。学生家
长、中校军官王志忠满怀感激地说：
“李老师和张老师带来
的育人经验、方法切合实际，
非常实用，
令我受益无穷。
”
学校不但鼓励教师“走出去”进行家访，还把每周五定
为校园开放日，邀请家长进校园、进课堂，既让家长能随时
了解学校工作和学生表现，
同时，
也让家长在交流中受到教
育和启发。三年级六班窦畅鹏的爸爸告诉笔者：
“通过进课
堂，我对孩子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等有了深入的了解，同
时体会到了老师工作的艰辛。
”
益都师范附小开设的最适合的家长课程，在家长和学
校之间架起了沟通交流、共同进步的桥梁，如同一道道彩
虹，
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最近，
学校被
山东省教育厅授予全省家庭教育示范基地，是青州市唯一
获得此荣誉的小学。
（作者单位：山东益都师范学校附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