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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是班主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
一把金钥匙，因为它可以消除心灵间
的壁垒，搭起理解的桥梁，还可以打
开孩子紧锁的心门。

我班的奇奇是个活泼好动的男孩
子，上四年级时学习成绩很差，数学
三四十分，语文五十多分，尤其让人
不敢恭维的是他那一手钢笔字——说
横不像横，说竖又有点像撇，放在田
字格里恐怕也难以容纳。每当收作业
时，课代表经常告状：“老师，奇奇
的作业又没交。”有时即使交上来，
看了也会让人头疼。不仅如此，还经
常听到同学告状,说他虽然挺聪明,但
经常不遵守课堂纪律,爱打人。我便
软硬兼施对他进行教育，但效果并不
明显。

从四年级下学期开始，我反复与
家长进行交流沟通，力求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法。

据家长反映，由于工作忙，孩子
小时候放到老人那里，直到上学才接
回到父母身边。刚上学时，孩子挺听
话的,也爱学习,成绩也还不错。就是
粗心,上课坐不住，回家也很少跟父
母交流。他父母说：“作为家长，我
们几年来也没少花费心思，可就是没
见成效，对他快失去信心了。我们想
是不是树大自然直呢？”

家长的一番话让我陷入深深的思
索：一棵长弯了的小树苗，如果没有
外力作用，难道真的会自己长直吗？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我与奇奇家长达成共识：孩子的
问题得认真对待，平日生活中和学习
时，要多去观察，多与孩子交流，一
定有什么原因，只是我们还没有发
现。只有找到原因，对症下药才会有

效。教育孩子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说实话，很多聪明的孩子小时侯

经常坐不住，被家长怀疑有多动症。
其实，好动是孩子的天性，尤其是这
个年龄的男孩子，坐不住是正常的，
不过打人就不对了。看来我们做师长
的平日里要多了解孩子的想法，多和
孩子沟通，处理问题切忌武断。

主动沟通打破僵局，引领孩子健
康向上。大方向确定下来后，我便与
家长商讨具体的实施方案。

首先，我抓紧点滴时间主动与孩
子谈心交流，努力寻找问题的症结。
原来，孩子由于与父母缺乏必要的交
流，平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不但无人
倾听，而且很难得到父母的理解。于
是孩子就用欺负同学的办法，想引起
别人的重视。可事后他更难得到大家
的谅解，所以越来越甚，以至影响了
学习和跟同学的关系。了解到这些
后，我便更注重与他的交流沟通，利

用作业评语、课间十分钟、午饭时间
或者放学路上，凡是可以利用的时间
我都充分挖掘出来。将近一年的交
流，拉近了我们师生间的距离。现
在，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其次，我还与家长频繁交流。学生
记录作业的小本子充当了我们的信
使。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我都及时用它
汇报给家长，孩子出现什么问题，我也
能通过它告知家长。同样，家长也把自
己观察到的孩子的情况反馈给我。

电话联系也是我们沟通的手段。
电话中，我把了解到的孩子的内心感
受告诉家长，让家长也要注意与孩子
的交流和沟通。我的发现引起了家长
的重视，经常跟我商量跟孩子沟通的
对策，我也不厌其烦地提供一些参考
意见。就这样，在我们共同努力下，
终于打开了孩子的心结。孩子的家长
非常高兴地告诉我，现在孩子跟他们
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了。

心情轻松的奇奇，现在将大部分
精力投入到学习中来。尽管由于基础
差、底子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
孩子身上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
让我感受到他的前途会是光明的。因
为现在的课堂上，我经常看到他高高
举起的小手，回答问题时那充满自信
的眼神，而且我几乎天天能看到他虽
不漂亮却字字透着认真的作业。

电影电视中，通过谈一两次话、
送 几 本 书 等 就 能 使 学 生 “ 改 邪 归
正”，那是外行式的理想主义。沟通
其实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比如要先分
析学生的家庭背景、心理状况、兴趣
爱好、朋友圈子、“历史档案”等；
然后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接着
站在学生的立场上，采取多种形式与
其交流，或殷殷关怀，或诚恳鼓励，
或循循善诱，或书面笔谈等。做到心
中有数，才能有的放矢。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新苑学校）

点滴沟通打开孩子心结
宋修银

“阅读的落后会影响孩子整个
学业的发展”“听故事的频率会影响
到孩子将来的阅读能力”“阅读能力
是在膝盖上、怀抱里、餐桌边的语
言、文字场景中孕育的”“亲子共读
中的交流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儿童
的阅读量与父母陪伴阅读密切相
关”⋯⋯在日前于北京举办的儿童
早期阅读幼儿园园长论坛上，围绕

“阅读点亮童年”这一主题，与会专
家深度聚焦幼儿早期阅读，达成了
亲子共读就是高质量陪伴的共识。

论坛由北京幼儿园阅读联盟、父
母必读杂志社举办，发布了“中国10城
市儿童早期阅读状况调查报告”和

“2017年度优秀童书排行榜TOP10”。

“让孩子6岁之前爱上阅读”

“0—1 岁 孩 子 开 始 阅 读 的 占
46%，3 岁以上已开始阅读的接近
90%。识字不再是最普遍的阅读目
的，而被培养阅读兴趣、习惯和能力
取代。”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唐洪
博士解读“中国十城市儿童早期阅
读调查报告”时指出，相当一部分家
庭没有经常进行睡前亲子阅读，但
高学历家庭亲子共读的比例更高，
亲子共读的方法更丰富。除了没有
足够的时间与孩子共读以外，如何
选书、如何共读是家长最多的困惑，
网上资讯、书籍、杂志、老师、亲友是

家长重要的求助渠道。
唐洪发现早期阅读存在“两岁

拐点”现象，两岁前家中有独立存
放童书的位置、家庭每年购买童书
的花费、经常睡前共读等比例快速
提高，两岁后增长趋缓，而不同家
庭儿童的阅读量差异和父母经常陪
伴阅读的比例差异正是在 0 岁至两
岁期间持续拉大。“两岁拐点”现
象与两岁以前孩子注意力有限有
关，也可能与孩子掌握基本的母语
有关，说明两岁之前的阅读支持非
常重要，0 到两岁儿童的阅读状态
值得关注。什么时候开始进行阅
读、两岁前的孩子是怎么阅读的、
选择什么样的书、用什么样的方式
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到阅读上，有很
多技巧的讲究，父母需要得到专业
指导和阅读公共服务机构的支持。

“大脑是可塑的，智力是可以
提升的，阅读能有效延伸智力。”
清华大学外文系语言与心理研究中
心教授尹莉提醒家长和教师重视幼
儿阅读的软环境，在亲子阅读中培
养成长心理模式来提高幼儿早期认
知的语言学技能。

尹莉介绍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
教授卡罗尔·德韦克的两种心理模
式：固化心理模式和成长心理模
式。前者认为智力是固定的、天赋
是不能控制的，所以倾向于使自己
看起来更聪明，他们关注结果，用成
绩或表现来证明自己是聪明的，逃
避可能危及自我形象的挑战或失
败。后者认为智力是可塑的、大脑
像肌肉一样是可以训练的、智力是

能够通过努力发展的，他们愿意迎接
挑战，认为挫败是学习的机会，不会
损害自己的形象，愿意努力表现得更
好，从而使智力变得更强。

如何通过阅读帮助孩子建立成长
心理模式？尹莉认为关键是打造高质
量的软环境，核心途径有二：一是赞美
孩子的努力而不是天赋，赞美幼儿在发
现语言文字的规律中所付出的努力，强
化阅读神经回路的形成和连结；二是了
解大脑和智力的可塑性，懂得孩子的每
次努力都意味着大脑神经元在建立新
的、更强的连结，帮助孩子在 6 岁之前
形成“阅读脑”，用阅读延伸智力。

“让孩子看到你在读”

关于阅读指导，台湾台东大学荣誉
教授林文宝认为，父母只需以身作则并
了解儿童的需求。林文宝介绍了婴幼
儿阅读的两个重要观念，一个是新西兰
的克蕾博士提出的“读写萌发”，另一个
是英国的中学校长温蒂·库林发起的

“阅读起步走”。“‘读写萌发’强调幼儿
在生活中即开始学习读写、幼儿学习是
一种社会历程、幼儿是学习读写的主动
者、 阅读和书写相互关联发展。‘阅读
起步走’目前在台湾非常普遍，孩子报
户口时就把阅读礼袋送到家长手中，同
时向家长说明亲子共读的重要性，并介
绍附近的图书馆。”

林文宝特别强调“5 岁以前的孩
子听故事的频率会影响到他将来的阅
读能力”，而爱上阅读的前提是让孩
子自主阅读，保证孩子阅读的十大权
利 （不读书的权利、跳页阅读的权

利、不读完整本书的权利、一读再读
的权利、什么都可读的权利、包法利
主义的权利、到处都可阅读的权利、
攀爬页数的权利、大声朗读的权利、
保持沉默的权利），孩子自然会如哈
佛大学阅读心理学家珍妮·乔尔的阅
读发展阶段理论那样逐渐“爱上阅
读、学会阅读、在阅读中学习”。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博士生导师李
甦也分析了北京市 700 多个家庭父母
的阅读行为与亲子共读现状的关系。

“父母自己阅读的频率越高、时间越
长，孩子阅读的频率越高、独自阅读
的时间越长、早期文字意识水平越
高、越能积极参与亲子共读；父母进
行纸质阅读越频繁、每次纸质阅读时
间越长，儿童进行纸质阅读越频繁、
每次纸质阅读的时间也越长；亲子共
读的频率越高、每次亲子共读时间越
长，孩子进行阅读的频率也越高。”

由此，李甦认为影响儿童阅读发
展有很多因素，父母首先要做的就是

“拿起书来读、经常读、让孩子看到
你在读、跟孩子一起读”。

“让孩子拥有‘一米书窝’”

“阅读能力是获得学业成就和事
业成功的重要基础，早期阅读对未来
阅读能力和学业成就有预测作用。”
北京幼儿园阅读联盟导师、乐米乐儿
童环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王健
枥提到自己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发
现在美国实施了五六十年的早期儿童
发展项目中，阅读是非常重要的元
素，尤其重视创设阅读环境、对家长

提供阅读指导、预防阅读困难。
王健枥分享了她在美国幼儿园的

门上看到以孩子口吻建议家长的海
报，其中给 3—4 岁幼儿家长的建议
是：经常给我读书、给我时间自己读
书、玩语言游戏、分享诗歌、鼓励涂
鸦、做标签、有限的电视时间、在图
书馆度过更多的时间。给4—5岁幼儿
家长的建议是：给我读书、和我一起读
书、带我去书店、帮我能够读字、给我
指认字母和文字、鼓励书写、参观图书
馆、和我一起创作故事、有限的电视时
间、做家庭留言板。给 5—7 岁幼儿家
长的建议是：读简单的章节书、陪同和
鼓励我自主阅读、让我读更多的诗歌、
玩更多的语言游戏、鼓励我读书给小
宝宝听、有限的电视时间、带我参观图
书馆。“所有年龄段都强调‘有限的电
视时间’，今天的中国家长尤其要重视
这一点。”王健枥说。

在介绍幼儿园阅读实践时，空军
直属机关蓝天幼儿园园长单晓梅提到
的家庭“一米书窝”引起与会者极大的
兴趣。“小巧、温暖、亲切、安全；1 平方
米即可；便捷、舒适、孩子喜欢；因地制
宜，无须和他人比较；多听孩子的想
法，共同创建。”这样的具体建议让每
个家庭都有能力为孩子创设良好的阅
读环境，让孩子保持对阅读、图书的兴
趣，让亲子陪伴阅读成为常态。单晓
梅说：“我们每周五邀请家长进班给
幼儿讲故事，开办家长沙龙，解决家
长不会选书、家长陪伴缺失等共性问
题。还建立了阅读群，教师对家长的
困惑给予专业解答，解决个性问题，
收到了很好的实效。”

高质量陪伴从亲子共读开始
本报记者 杨咏梅

朋友送给女儿一套积木，她很好
奇，问我：“妈妈，这要怎么玩？”我
拿出积木后面附的示意图，正准备告
诉她，按照上面的示例就可以拼出好
看的图案时，朋友阻止了我，小声
说：“孩子面前要装傻，别太聪明
了！你聪明了，她就不肯动脑筋了！”

我一时怔住，也是，我从来没有
注意过这个问题，就想给她更多的呵
护，也总是自以为是地替女儿考虑了
很多，我没想到这其实是在剥夺她动
脑筋的机会。

朋友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是
的，现在的家庭一般都是一个孩子，
从小就被当成“小公主”“小皇帝”
养的，面对独一无二的宝贝，我们常
常会忍不住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
免得他们走弯路，免得他们说错话，
免得他们做错事，殊不知，这其实是
对孩子能力的一种剥夺，更是对他们
的一种伤害。

就如我的女儿，如果我不告诉她
积木要怎么玩，说不定她自己摸索，还
能拼出更多的图案，不至于局限于说
明书上附的那几种。如果我“聪明”
了，女儿的思路也就仅仅限于这几种，
没有更好的机会锻炼她的思维。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开始有意
识地在女儿面前“装傻”。比如早上
外面起雾了，女儿出门时问我：“妈
妈，今天为什么看不清东西了呢？”
我就“装傻”：“是啊，怎么看不清了
呢？你想想这是为什么呢？”女儿歪
着头想了想，说：“哦，我知道了，今天
看不清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
层，如果这一层不见了，就能像昨天一
样看得清清楚楚了。”我开心地说：“对
啦，这蒙上的一层就叫作雾。”

学着“装傻”以后，女儿自己动
脑筋的机会多了，因为她在意我的

“傻”，会为了告诉我知识，快乐地学
着总结，小小年纪都会用很深沉的表
情告诉我她的意外发现。

学着“装傻”以后，女儿自己动手
的机会也多了，因为我从来不告诉她
新玩具的玩法，她就只能自己动手，甚
至发明了更多的新鲜玩法。每次看她
兴奋地为新玩法乐得手舞足蹈的时
候，我就很庆幸自己的“装傻”。

真的，孩子面前要装傻，因为装
傻以后，孩子收获的其实更多。

（作者单位：河南省洛阳市伊滨
区洛阳八中伊滨校区）

孩子面前要
“装傻”

焦志昌

一线扫描一线扫描

微观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早在 1983 年就开办了全国第一所家长学校。
走进象山县丹城第五小学，由象山县委宣传部和县教育局出资建造的象山
县家风馆格外引人注目。象山家训精选、象山县家庭教育大事记等展厅，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古代家训到现代的延续，蕴含着丰富的育人思想。

丹城五小依托家风馆开设了一系列家风课程，培养小学生讲解员
“上岗”讲解象山家风故事。家风馆自 2017 年 4 月开馆以来，共接待县
内外参观单位150余批、近6000人次。

蔡立伟 赖伟良 文 本报记者 杨咏梅 摄

象山有个家风馆图片窗图片窗

身体素质作业实施课。一个有着
健康体魄、健全人格的孩子，比一个
单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更为优秀，已
被越来越多的家长所认可。寒假里，
学生脱离了学校有规律的生活，过度
贪玩、运动减少、生物钟紊乱、视力
下降、体重增加等身体隐患会明显增
多。放假前，班主任要给学生布置假
期身体素质作业，要求学生身体素质
各项指标与放假前持平或者上升。为
此，班主任需精心备课，制订详尽的
实施方案，将此作为一项重要的家长
课程内容，动员全体家长来校听课，
并要求家长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责，督
促孩子锻炼达标。

此类作业是对孩子快乐养成、道
德养成和生活能力养成的一个有效促
进。如果能够长期坚持，无疑将有利
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增加自信，增强
韧性与耐力，还能带动家长及整个家
庭加入到身体锻炼中来，既利于健康
又增强亲子关系，可谓一举多得。

学习成绩的话题课。每逢春节，
亲朋、邻里间相互寻问孩子考了第几
名、比较哪门课考得好成了必有的环
节。孩子们对寒假充满期待，但是一
些成绩不太好的孩子可能会过得不那
么愉快。尽管现在学校不排名次，但
实际上大部分孩子还是会通过各种途
径知道自己的排名。如果考得好，孩
子乐意说，家长也得意；如果成绩不
理想，孩子就会有心理负担，家长也
认为脸上无光。如此，对孩子的成长
会产生消极影响。

家长须知成绩的好坏是一时的，
追求成功的正确心态和良好的心理状
态才是真正影响孩子一生的东西。当
亲友问起孩子的成绩时，家长也不要
强迫孩子说出名次、分数，更不要因
为孩子名次差让自己面子过不去就责
备孩子，而应主动为孩子开脱，告诉
他们孩子一年来的进步。这样，一方
面孩子会意识到家长的期望进而主动
追求进步，另一方面孩子会因为家长
的言传身教而逐步形成正确对待成败
得失的态度，这对孩子日后的发展大
有好处。

用好压岁钱的理财课。怎样对待
压岁钱，父母作为监护人的正面引导
与教育至关重要。然而，当下中国的
家长大都忽视对子女的理财教育，疏
于向孩子传导正确的理财观，与孩子
回避钱的话题，怕玷污孩子“纯洁的
心灵”。

为此，班主任有必要为家长们上
一堂“怎样让孩子用好手中的压岁钱”
这一专题讨论课，为家长支招。让孩子
知道，金钱是用来消费的，但要合理消
费，购买自己需要的、感兴趣的同时又
有利于自己成长的有意义的东西，而且
还要认真估算自己的购买能力，通过购
物来培养孩子理性消费的生活观念。
教育孩子用春节收到的压岁钱买自己
喜欢的书籍，就是一个不错的消费选
择。家长还要告诉孩子，压岁钱除了花
掉，还可以存储到银行；或者以其他形
式理财，比如可以以投资的形式参与家
庭经济事务，家长给予相应的分红奖
励，从而使孩子形成正确的金钱观，有
效地提升财商。既要给予孩子一定的
自主权，也要给孩子适当的规定与指
导，两者结合才不至于让孩子成为一
个失控的“利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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