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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学期，不少家长忧心忡
忡。寒假里，部分孩子习惯了晚睡晚
起，作息时间不规律；过度依赖手
机、电视，沉迷于电子设备；走亲访
戚，一番吃喝玩乐将学习抛之脑后；
长辈宠爱，依赖性增加、脾气渐长。
新学期，自家孩子能适应紧张的学校
生活吗？能从慵懒的寒假中快速切换
到学习状态吗？

从教学实际来看，家长的担心并
非多余。每逢长假返校，大部分学生
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假期综合
征”：心神不定、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
中、学习动力缺乏、学习兴趣不浓，甚
至恐惧上学等。要想避免这一现象，
有效的“收心”教育至关重要。

以包容、理解的心态对待孩子。
30 天左右的寒假，打破了原来的起
居规律，原本在学校建立起来的学习

“动力原型”遭到破坏，导致身体和心
理的失衡，新学期到来时这种规律不
得不重建或恢复，孩子难免出现或多
或少的不适应，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
反应。面对孩子的不适应家长切不可
一味指责，而应以包容、理解的心态抚
慰孩子的焦虑情绪。

开一次“告别寒假”家庭会议。
组织家庭成员郑重地开一次有仪式感
的“告别寒假”家庭会议是个不错的
方法。回忆寒假点滴、总结假期得
失，正式宣布寒假结束、新学期开
始。家长带领孩子宣读新学期宣言，
让孩子意识到新学期来临，主动将身
心投入到学习中。

允诺一份神秘“开学礼”。新学
期到来，许多孩子会添置文具、书
包、水杯、书籍等学习生活用品。家
长可结合孩子的兴趣和需求允诺孩子
一份神秘“开学礼”，这样不但可以
让孩子对开学保持一定的新鲜感和期
待感，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孩
子对开学的焦虑和抵触情绪。

调整作息时间。寒假中，许多孩
子熬夜、睡懒觉，生物钟紊乱。临近开
学，家长可参照学校常规作息时间安
排孩子的起居饮食，督促孩子早睡早
起，将孩子的生物钟调整到正常状态，
以适应新学期紧张有序的学习生活。

共同制订学习计划。家长与孩子
一起分析以往学习中的得失，肯定优
点，表扬进步，引导孩子自己分析存
在的不足，鼓励孩子自己整理出具体
的、可执行的、有针对性的措施。综
合当前的学习状态和新学期的学业要
求、可能出现的学业上的困难，与孩
子共同制订新学期学习计划。学习计
划应扎实、具体、注重过程体现，尽
量避免空洞和不切实际。如：本学期
要读哪些书籍、薄弱科目怎样提高、
具体环节需要家长如何配合等。

进行适应性训练。部分孩子在假
期里缺乏学习自觉性，懒于看书动笔
少。假期结束后字写不快了，阅读速
度跟不上，思维僵硬。家长应在开学
前指导孩子进行练字、朗读等适应性
训练，唤醒身体机能，引导孩子进入
学习状态。

（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州区汉丰
第五小学）

家长巧用心
孩子早收心

李先军

微言

“孩子最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2018 年春晚小品 《真假老师》 中的一句
台词, 戳中了无数长期在外与孩子聚少
离多的家长的泪点。然而生活不相信眼
泪，在赚钱与陪伴的两难中，一些不得不

“为稻粱谋”的家长，春节一过恐怕还得
外出打工赚钱。

陪伴缺失的现象在乡村尤为严重。许
多农村孩子的家长，必须外出到大城市打
工挣钱。他们不是不知道在家陪伴孩子的
重要，但是因为生活的需要，还是毅然决
然年复一年地外出打工。

就是在城里，陪伴缺失的现象也值得
重视。少数家长常年在外奔波，甚至出
国，一年里与孩子难得见几次面；一些家
长虽未背井离乡，但有的忙于生意，有的
忙于公务，常常夜半归来，很少有时间陪
伴孩子；还有一些家长，看似与孩子朝夕
相处，实则整日自顾不暇地玩手机或者看
电视，不愿意或者不善于与孩子进行沟通
交流，在孩子的眼中只是“熟悉的陌生
人”。

关于陪伴的烦恼，农村和城里的家长
都或多或少地有之。一部分家长不得不长
期与孩子分离，没有经常深入了解孩子的
学习生活情况，为了弥补无法在孩子身边
陪伴的缺憾，便“慷慨”地在孩子身上花
钱，殊不知很多孩子由此养成了任性花钱
的陋习，反而走上了歧途；还有一部分家
长真的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的确做到了整
日陪伴在孩子身边，可惜所谓的“陪
伴”，要么是沉湎于自我娱乐，要么是经
常在孩子耳边“碎碎念”，甚至寸步不离
地盯着孩子写作业，结果被孩子“无
视”，甚至引起孩子的反感。

孩子到底需要怎样的陪伴值得每一位
家长深思。作为家长，如果无法陪伴在孩
子身边，就应该设法多在情感上接近孩
子，在孩子的内心一路陪伴；即使与孩子
朝夕相处，除了关心孩子的吃穿冷暖、成
绩好坏，还应该多思考怎样走进孩子的内
心世界。归根结底，家长不管是否陪伴在
孩子身边，都须与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交
流，让孩子在心灵深处感受到家长始终就
在身边，能够适时地获得家长的鼓励、宽
慰、理解、包容与支持。

现在通信发达，手机普及，视频通话
有图像有声音，家长与孩子沟通起来非常
方便。远在他乡的家长只要真正把孩子放
在心里，经常给孩子、孩子的老师以及在
家陪伴孩子的其他亲人打个电话、发个微
信，实时掌握孩子的成长动态，及时为孩
子送上宽慰、鼓舞和提醒，孩子会理解家
长在外打拼的不易，同样感受到亲情的呵
护与温暖。

笔者班上有很多住校生，每学期与家
长见面机会寥寥，一些学生从初中便开始
住校，养成了独立自理的生活能力和自主
学习的良好习惯。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不
如走读生，但他们的韧性、能力以及成绩
毫不逊色。班主任将住校生的家长及任课
老师拉在一个微信群里，家长与老师保持
密切的沟通交流。只要家长与孩子经常电
话或微信交流，这也不失为一种陪伴方
式。平日有条件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家长，
则应懂得真正的陪伴绝不是整日守护在孩
子身边，反倒要学会与孩子“保持距
离”，并掌握当面沟通交流的技巧，不仅
要做孩子生活上的贴心人，更要当孩子精
神上的抚慰者。

《穷爸爸 富爸爸》 里面有一句话：
“所谓成功，就是有时间陪伴孩子。”我想
改动一下：“所谓成功，就是善于陪伴孩
子。”不管家长是否经常在孩子身边，只
有心与孩子在一起，才是最好的陪伴。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高级
中学语文组）

孩子需要
走心的陪伴

李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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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元宵节临近，山东青岛四方实验
小学的学生们在新学期手工课中跟随民间
剪纸老艺人学习立体“折剪纸”，并学习制
作传统元宵节食品，包起了汤圆，以传承
传统文化的方式喜迎元宵佳节，受到家长
们的称赞。

王海滨 摄

学剪纸包汤圆迎佳节

周一第一节课小豪睡着了。上周
五我们刚刚谈过心，小豪没有隐瞒，
告诉我晚上用手机上网打游戏，有时
候会玩通宵，第二天上课就打瞌睡。
小豪恳求我不要告诉爸爸，因为爸爸
一定会暴揍自己。对于小豪的家庭我
很了解，他爸爸是个大老板，在农村
老家开着规模很大的工厂，偶尔回家
也是晚归早走，妈妈在城里经营着一
个很红火的店铺，按时回家的时间屈
指可数。小豪只有通过手机跟父母联
系，寂寞的时候就上网，慢慢陷入网
络不能自拔。

小豪爸爸火冒三丈
我们做了一次长谈，作为老师，

看到自己的学生在学校萎靡不振、无
心学习，我既心疼又焦急，如果小豪
不能回归常态，他的学习小组会受影
响，我们的班级风貌也会受影响。小
豪表示能控制上网时间，可是周一这
天的表现说明他没能遵守诺言。

下课后我刚想再找小豪谈谈，不
料小豪自己背着书包来到办公室，声
音很低但很坚决地说：“老师，我不
上学了！”我一愣，赶紧给小豪爸爸

打电话。听到儿子要辍学，小豪爸爸
立刻火冒三丈，撂下电话赶到学校，
不由分说大吼一声就要揍儿子。我拽
着小豪爸爸来到僻静处，请他冷静一
下。小豪爸爸非常不理解，自己为了
孩子拼命赚钱，孩子为什么就是领会
不到家长的苦心呢？

我建议他换个方式跟小豪交流，
孩子现在情绪低落，不可能有好的交
流效果，我们先不要设法劝服小豪继
续上学，而是顺着他的意思先回家，
妈妈炒上几个孩子爱吃的菜，搞一个
温馨的家庭聚餐，饭后一家人可以散
散步，趁机说说知心话。父亲说说自
己创业的艰辛，母亲谈谈守业的艰
难，孩子聊聊学习的困惑和对父母的
期盼，谈话内容都围绕自己，不指向
对方。小豪爸爸接受了我的建议，第
二天，小豪背着书包来到学校，我们
心照不宣，相视一笑。

居高临下“为你好”
“爱护自己的孩子，这是母鸡都会

做的，但教育好孩子却是一门艺术。”
这是高尔基的一句名言，道出了家庭
教育的真谛。出于一种生物本能，父
母一定会设身处地为自己的孩子好，
但对于孩子而言，这种“好”有时却变
质为一种被绑架的爱。在原生家庭
中，受自己父母的影响，父母在教育孩

子的过程中，往往过分注重“教”而忽
视“育”。在教的过程中父母往往使用

“你信息”，居高临下，用一种“为你好”
的指责性语言跟孩子交流。

小豪说爸爸跟他交流的时候最常
说的是：“你这个孩子真不懂事，爸
爸妈妈拼死拼活地打拼，还不是为你
将来打基础？！爸爸在创业最艰难的
时候，贷款在城里买房子，把你转到
城里条件好的学校上学，看看村里周
围人家，谁有你这样好的条件，不好
好学习，你对得起父母吗？”

的确，小豪父母为孩子付出很
多，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成长
过程中，父母的精神陪伴远重于物质
馈赠。试想，一个年幼的孩子孤零零
地困守在一所冷冰冰的大房子里，没
有爸爸的陪伴，没有妈妈的呵护，没
有人倾听自己的困惑和烦恼，在虚拟
的网络世界寻求慰藉、对学习感到厌
恶就不足为奇了。

平等沟通“对你好”
这次成功返校学习得益于小豪爸

爸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父母效能”，
使得亲子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连结。这
种沟通方式的关键在于亲子沟通过程
中 ， 父 母 一 定 要 学 会 使 用 “ 我 信
息”，通过“行为—感受—影响”三
步达到“对你好”的信息传递。与

“你信息”比较，这是一个平等的沟
通过程，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责过
程。小豪爸爸改变了习惯性的沟通方
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父子在情绪平复后外出散步，爸
爸首先描述自己的行为：“孩子，今
天原本我跟客户约定签一个重要的合
同，但是，当我听到我的儿子要辍
学，我立马赶到学校。还有什么比我
儿子的学业更重要的呢？”爸爸的

“我信息”表达，让儿子接收到这样
的信息：“爸爸对我好”。

第二步，爸爸向儿子敞开心扉描
述自己的感受：“儿子，爸爸是家里
的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家
里太艰难了，你爷爷含着泪跟我商量
辍学劳动，帮他赚钱养家，我只能答
应，因为我是男子汉！可是，我没有
上学却成了爷爷心里永久的痛，他在
离世前一刻拉着我的手向我道歉，并
叮嘱我一定供你好好上学。孩子，一
定让你完成学业，是爸爸向爷爷立下
的誓言。爸爸起早贪黑拼命赚钱，在
城里买下房子，把你转到城里学校，
只有一个心愿，爸爸小时候吃过的
苦、遭过的罪、留下的遗憾，决不能
发生在儿子身上！可是，爸爸今天才
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爸爸陪伴你
的时间太少了，像今天这样的交流太
少了。”爸爸的肺腑之言让小豪接收

到另一个信息：“爸爸对我真好”，这
是融化父子情感坚冰的火苗。

第三步，爸爸向儿子坦承这件事
对自己和整个家庭的影响：“儿子，
你的辍学决定对爸爸妈妈而言无疑是
一个晴天霹雳，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天
空崩塌下来。知道吗，如果说我们的
家庭是一部发动机，爸爸妈妈是高速
运转的齿轮，如果没有你的支持，我
和妈妈就没有继续运转的动力；如果
你真的辍学，爸爸妈妈就无心打理各
自的生意。爸爸知道你在学校里学习
的东西很难，现在可能也用不到，但那
些知识的确有用，那可是爸爸可望而
不可即的好东西。爸爸不需要你门门
科目优秀，爸爸也不需要你出类拔萃，
只希望你完成学业，不要给自己的人
生留下遗憾。孩子，回到学校，好吗？”
爸爸的真诚告白彻底打动了小豪，他
对我说：“爸爸妈妈对我太好了！”

家庭教育是一门艺术，它不是学
校教育的附庸，而是孩子一生发展中
的两条腿，缺少家庭教育的支撑，孩
子的人生道路就会跛行。小豪的案例
启示我们，要想达到孩子愉快学习、
健康成长的目的，父母必须充分发挥
家庭教育的正能量，让孩子感受到父
母不但“为我好”，而且“对我好”。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州市职工
子弟初级中学）

小豪为什么又想上学了
孙建国

师说家教师说家教

家教行动家教行动家教行动家教行动

电影课电影课

近期热映的《无问西东》《奇迹男
孩》《神秘巨星》等三部中外影片都很
好看，片中都有好母亲的形象，从这些
好母亲身上，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做个
好母亲的启示。

深明大义优雅大方

观众在被电影 《无问西东》 浓浓
的家国情怀深深打动的同时，也为米
雪扮演的母亲形象所吸引，这位母亲
是如此深明大义、优雅大方。

“你要追求功名利禄，没有一样
是你的祖上从未经历过的。那只是人
生的幻光，你明不明白？我希望你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同自己喜欢的姑娘
结婚生子，这不是要让你为我添子添
孙，而是希望你能够体会人生的乐
趣。我怕你还没想好怎么过这一生，
就连命都没了。”《无问西东》 中的这

段话，是得知王力宏扮演的儿子沈光
耀要去当飞行员，米雪扮演的母亲千
里迢迢从广东赶到云南对儿子的劝
说。

细读这一段台词，我们从中感受
到的更多是母亲对儿子的生命教育，
而不是外侮入侵大时代所急需的爱国
主义教育。之所以能深深打动观众，
是因为这段台词以其看透世事的空灵
淡然的外在语态，表达着穿透人心的
劝勉警醒的内在情感逻辑，字里行间
都饱含着浓浓的母爱。

到米雪扮演的母亲第二次出场
时，已经是双胞胎同学上门为她报来
儿子为国捐躯的消息。这位知书达理
的母亲临危不乱，虽然满面泪痕，却
隐忍丧子之痛而不发，让两位同学喝
了儿子生前最爱的冰糖莲子茶之后再
上战场。简短的话语，周到的礼仪，

“三代五将”门匾的背景，展示的是
深深悲切中识大体顾大局的中国伟大
母亲的光辉形象。观众在泪流满面的
感动中体会到什么叫深明大义，什么

叫优雅大方。

坚韧大爱高才大学

在电影《奇迹男孩》中，茱莉亚·罗
伯茨扮演的母亲伊丽莎白则具有坚韧
大爱、高才大学的品质。

伊丽莎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其
中小儿子奥吉天生面部缺陷。我们从
伊丽莎白放弃自己的学业和事业的行
为中，感受到的是做母亲的奉献与责
任心。

奥吉出生之后，即使做了27次手
术，也没能让面部如常，这对母亲是
怎样的摧残和打击。然而观众从伊丽
莎白身上，看到的是母亲对儿子的鼓
励，是对儿子满满的爱。这种坚韧大
爱，常人家庭是难以想象的。

伊丽莎白在家对儿子进行家庭教
育，独立辅导小学的所有课程，这说
明她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学习过科
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她再忙都不
忘抽空画插画，把儿子送入学校以
后，开始拾起耽误掉的硕士论文，并

顺利完成，赢得了自己的大办公室。
从伊丽莎白这位母亲身上，我们

看到了母亲坚韧的大爱，永不放弃自
我学习、自我提高、自我追求的步
伐，看到了伟大母亲的高超才能与渊
博学识。也正是母亲好学上进的精
神，为女儿维娅、儿子奥吉树立了良
好的榜样。

小怯大勇宏图大志

《神秘巨星》 中的母亲则是小怯
大勇的隐忍性格中透露着不一般的宏
图大志。

女主角尹希娅的母亲是经常遭到
丈夫家暴的妻子。为了女儿学习唱
歌，她偷偷卖掉金项链这仅有的值钱
嫁妆换来笔记本电脑，结果惨遭丈夫
毒打。她始终忍气吞声，忍辱负重。
追梦心切的女儿录制唱歌视频上传网
站，她跟女儿一起瞒着丈夫，还帮女
儿出主意，让女儿穿着罩袍唱歌。

影片中母亲一直在退让，在隐忍，
在认命，连女儿尹希娅也一直认为母

亲懦弱愚笨，没有为自己争取自由的
生活。其实这是母亲的小怯大勇。

在去阿拉伯打工出境前，面对丈
夫要求女儿尹希娅扔掉吉他的无理要
求，一向忍气吞声的母亲勇敢地与父
亲争辩，毅然决然地放弃出境，拿出
大律师拟好的离婚协议，正式与丈夫
摊牌。为了女儿尹希娅，母亲在前路
无着的情况下放弃对丈夫的依靠，这
在印度这个男尊女卑贫富巨大悬殊的
特殊的社会，需要多大的勇气？

“生活中很多东西我都无法给予
你，以后也没能力给予你什么。不要
夺走我看到你笑容的机会。”正是母
亲的坚韧果敢陪伴鼓励，激发了女儿
尹希娅勇敢追梦奋斗不止成为歌唱家
的伟大梦想。

尹希娅的母亲知道小不忍则乱大
谋，坚持小事讲风格大事讲原则，能
够做到小怯大勇，坚持鼓励女儿追求
梦想，对于年轻母亲放眼长远教育子
女一定会有很多启示。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

三部电影教你做个好母亲
朱延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