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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小孩，尤其是 4 到 5 岁的
小孩，总是喜欢在父母及爷爷奶奶
面前告状，经常是一天到晚没完没
了，什么邻居家小华抢他的玩具
啊，什么同学小强在学校打他啦，
不少年轻的父母会感到很厌烦。作
为父母，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孩子
的这种告状行为呢？

其实，爱告状是 3 到 6 岁的孩
子的一种正常现象,说明孩子已经
具备初步的是非判断能力。4 到 5
岁是孩子告状的高峰期。小孩子常
常会以自我为中心，总是觉得别人
的做法是错误的，自然就产生了告
状行为，希望通过告状来获得长辈
的认同。孩子向长辈告状说明他内
心有某种需求希望能够得到满足。
如在与小朋友发生冲突时，被人欺
负受了委屈时，希望得到公正解决
而求助于父母和爷爷奶奶。孩子的
这种告状行为，有时也与长辈过分
溺爱、袒护不无关系。

当遇到孩子告状时，作为父
母，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首先，我们要正视孩子的告状
行为，既不可简单粗暴，也不能放
任自流。切不可嫌孩子的告状行为
很烦，这种态度容易伤害到孩子的
自尊，尤其是真正受了委屈的、有
苦水向你倒的孩子。要知道，喜欢

告状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的
事情。

其次，当孩子与小伙伴之间产生
一些小冲突摩擦时，尽量让他们自己
正确面对，合理解决。有时家长适当
做做观众看孩子如何化解矛盾未必不
是一件好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有时也
难免会把事情做错，与人发生摩擦。
孩子之间的事情，除非实在是闹得不
可开交，父母不参与、不掺和为最
好，要正确引导孩子最好自己化解与
小伙伴的摩擦，不要随便就告诉父母
寻求帮助。

此 外 ， 对 于 一 些 比 较 严 重 的 问
题，家长要及时给予安抚为宜，并适
时与对方家长沟通交换意见，但一般
情况下最好不要为难孩子的伙伴，有
时候各打五十大板或许是最好的处理
办法。父母要引导孩子养成自律的习
惯，凡事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少责
怪别人，多关心伙伴。如果孩子确实
因为受了委屈而告状，无论情况如何
父母都要尊重孩子的感受，认真倾听
孩子的心声，给予孩子必要的安慰，
然后与孩子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最佳
方法和途径，让孩子在分享的过程中
不断成长。久而久之，孩子告状的现
象自然就会慢慢减少乃至消失。
（作者单位：湖北省京山县三阳镇中学）

正确看待孩子的告状行为
许波

某日带着女儿逛超市，超市收银
台前有几台夹娃娃机，女儿强烈要求
我给她夹娃娃。2 元夹一次，首次投
入 10 元，不是夹子对不准娃娃，就
是夹住了掉下来，总之是“颗粒无
收”。看到别人夹到了，我开始请教
其中要领，再根据别人的经验，自己
开始摸索、总结。经过一段时间的练
习，目前我夹娃娃的成功率已经达到
70％以上。回首这个过程，夹娃娃给
了我诸多的教育启示。

教育是爱和责任的事业。出于对
女儿的爱与责任才会竭尽全力去满足
女儿的渴望，积极主动地去探寻教育
的规律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在快乐中
满足孩子对知识的渴望。

学习与反思是专业成长的快速通
道。夹娃娃失败以后，听之任之，不
向别人请教，不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反复失败的结果是不会改变的。从

“颗粒无收”到夹娃娃的成功率达
70％以上，这一转变，就是学习和反
思的结果。

教育要顺势而为、多维定位。夹
娃娃机里有许多漂亮的娃娃，但娃娃
越漂亮、挂的位置越显眼，能够夹出

来的几率就越低。所以，这个过程
中，不能有“我想要哪个就去夹哪
个”的想法。要分析判断娃娃机的夹
子是不是很松，松的夹住了也会掉下
来，判断方法就是移动时夹子是否会
晃动，晃动得厉害的就很松。也可以
观察夹娃娃机里的娃娃，中间有空
陷，证明已经有娃娃被人夹走了，可
以夹。如果娃娃摆得很平整，没人夹
到过，果断换机器。选择好了对象还
要多维度确定夹子定位的纵、横坐
标，一拍下去精准抓取。

教育过程中，有人考状元，考清
华、北大，看上去很让人羡慕，许多
人就想让自己的子女、学生考北大、
清华。这些就像是娃娃机里挂在显眼
位置的漂亮娃娃，好看得让人垂涎欲
滴，但技术要求特别高，夹到的几率
非常低。夹娃娃时要考虑有没有夹到
的可能性，要根据娃娃的位置“能夹
哪个夹哪个”，这就是顺势而为。而
这个“势”是要根据孩子的兴趣、智
力条件、情商、能力等多维度精确定
位的。只有顺势而为，多维度定位，
教育才能事半功倍。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教育局）

“夹娃娃”游戏中的
教育启示

谌涛

“老师，我家孩子胆子小，拜
托您在课堂上多关注，多提问啊！”

“老师，我们家孩子总是不举
手，课堂上您多叫他起来回答问题
啊！”

⋯⋯
现在的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

口头表达能力，也希望孩子自信、
大方、出众，所以经常收到家长要
求在课堂上多点名回答问题的请
求。

对于家长的要求，我向来是尊
重的。一方面，说明家长在“陪
伴”在“参与”。小学阶段，有家
长的参与和陪伴，教育的效果会事
半功倍。更何况，家长的这个要求
背后，直指的是“学生自信”的养
成。

一个班级孩子那么多，课堂单
独回答问题的时间和机会确实有
限，而且没有给孩子预留准备时
间，导致有些性格偏内向、学习不
够自信的孩子确实不敢举手。如果
这个时候真如家长所言，喊学生起
来回答问题，只怕“旧伤未好，又
添新伤”，万一答不上来，伤害的
可就是自信啊。

如何给所有的孩子都创造口头
表达的机会？如何让不敢说话的孩
子也能够大胆表达？如何让孩子们
越来越乐于表达？经过一段时间的
思考和策划，我在班级开展了“我
是小主播”活动。

走向自信的出发点

首先在班级进行动员工作，我
告诉孩子们，电视里面的节目主持
人说话那么流畅，那么自信，其实
我们通过练习一样也可以做到。通
过认真准备，大家都可以是很优秀
的小主播。孩子们听后兴奋极了。
我接着宣布“我是小主播”活动内
容：“咱们先从自我介绍开始，如
果你有什么才艺也可以在这一期展
示。请爸爸妈妈录制下来发到班级
微信群里，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和老
师看，大家都会为你们点赞的。给
大家半个月的准备时间，半个月之
后我们开始展示，愿意参加这个活
动的同学举手！”孩子们开始发问：

“叔叔阿姨都可以看到吗？”
“老师你会看吗？”
“我们自己也可以欣赏吧？”
“真的会给我们点赞吗？”
⋯⋯
一只只小手高高举起，我一一

做了解答。我看到平时最沉默寡言
的彭钰涵同学最后在大家的带动下
也微笑着举起了手，全班同学都表

示乐于参与这个活动。
晚上，我在班级微信群里发布

了活动规则，并请爸爸妈妈们支
持，协助孩子认真准备，帮助孩子
进行录制并发布。

一石激起千层浪，家长们在微
信群里纷纷点赞：这个活动太好
了！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充分表达的
机会！我们一定支持，认真准备！

万事开头难。我跟 01 号陈梓
耀和他的家长进行了沟通，请他提
前准备。陈梓耀是个特别内向的男
孩子，上课从来不举手，说话会脸
红。我鼓励他：“只要你准备充分
了，对自己要说的内容非常熟悉，
你就不会紧张。有半个月的准备时
间，多练习，相信你能行！”家长
致谢我：“您让他第一个播报，是
对孩子的信任，我们全家一定努
力，好好准备！”

到了第 8 天，陈梓耀家长给我
发了他播报的视频，梓耀妈妈说：

“聂老师，梓耀每天花半个小时练
习自我介绍，最开始还很害羞，说
得磕磕巴巴的。经过几天练习，越
来越流畅，越来越自信，现在他每
天主动对着镜子练习，我觉得进步
很大，忍不住发给您看看！”视频
里面的小男孩虽然还有点害羞，但
是声音响亮、说话流畅，和平时判
若两人。我及时点赞。

半个月很快过去，梓耀妈妈准时
在家长微信群里发布了梓耀的“我是
小主播”视频。令人惊喜的是梓耀的
表现比我上次看到的视频更大方自
然，除了有自我介绍，还有吉他演
奏。家长们纷纷在群里点赞。陈梓耀
的同桌彭辰的妈妈在群里说：“听彭
辰说梓耀不爱说话，一说话就脸红。
今天看了小主播的播报，让我彻底改
变了想法。梓耀，你说得很精彩，阿
姨好喜欢听！”我在群里留言：“播报
大方自信，演奏行云流水，梓耀真
棒！”孩子们也纷纷留言，说原来陈
梓耀这么大方，不害羞呀！后来在课
堂上，梓耀的小手总会高高举起，说
话也头头是道。他告诉我：“原来害
怕是怕说不好别人笑话。看到大家在
群里对我的鼓励，让我觉得其实我可
以说得很好的。”

好书推荐新平台

第一期小主播历时一个半月，小
主播们一个个尽情释放自己的风采。
这个平台，让孩子们彼此更加了解，
也更大方自信。第一期结束之后，家
长们纷纷建议：“聂老师，趁热打
铁，再来一期吧！”其实，我也在琢
磨，既要让“我是小主播”这个平台

成为孩子们锻炼的平台，又要有推广
价值和新意，第二期做什么内容呢？

正值期中家长会，在问卷调查中
很多家长都提到了孩子阅读的问题，
尤其是阅读书目的选择。问题从孩子
中来，就回到孩子中去。第二期“我
是小主播”就做好书推荐吧！每个孩
子利用一个月的时间精读一本好书，
然后推荐给同学们，说出自己读书的
感受和推荐的理由。于是，轰轰烈烈
的“读好书”活动开始了。家长们纷
纷反馈：孩子好认真好慎重地挑选自
己要推荐的书籍，好认真好仔细地阅
读，都希望能把优质的书推荐给同学
们。

一个月后，第二期“我是小主
播——好书推荐”开播了，孩子们
通过微信群，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
有了第一期的积累，孩子们的播报更
加流畅精彩，也更加自信。一位新转
入班级的学生家长留言说：“认真观
看了班上孩子们录制的好书推荐视
频，真心觉得聂老师搭建的这个平台
好，孩子们的素质高能力强。我想这
是一次次锻炼的结果，我的孩子也不
太爱说话，相信通过这样的平台，她
会得到锻炼和提高。因为工作关系，
这些天走遍了长沙的很多好学校，了
解了许多班级活动。一圈下来，更加
觉得咱们这个活动好，孩子也容易接
受。”

一缕风送来一个春天

第二期“我是小主播——好书推
荐”结束后，我把孩子们推荐的书整
理成书单在班级推广，每个孩子都把
自己推荐的书带到学校来进行图书漂
流，班级掀起了阅读经典好书的热
潮。每个孩子都如饥似渴，争先恐后
地想把班级推荐的好书读完。家长们
又在群内留言了：“我家小家伙最近
迷上向怡丹推荐的 《非常侦探破奇
案》，因为他听向怡丹介绍侦探小说
是思想方式的对决，思维方式的展
示，他要到书里一探究竟。”

“我家儿子听了同学的推荐，就
要看 《史记》，马上要我在网上购买
了，现在吃饭都舍不得放手。”

现在，孩子和家长们都在讨论第
三期“我是小主播”的主题。有家长
提议来一期才艺展示，让孩子们秀秀
自己的特长或拿手好戏，激发孩子们
特长学习的兴趣。

活动设计的初衷只是为了锻炼孩
子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和胆量，没想到
却逐渐做成了一个系列，辐射到了孩
子们成长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自信。

这就是教育的奇妙之处吧，我本
只想收获一缕春风，孩子们却给了我
整个春天。

（作者单位：长沙麓山国际实验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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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
奠定学生成长的基石

古语有云：“德之不修，吾之忧
也。”德育，作为传承千年的教育理
念，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不过时。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2010-2020 年）》 中，明确提出
把育人为本、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
的根本要求。基于此，康艺学校坚持
把培养“行为良好、品德高尚、人格
健全”的学生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目
标，立志将中华民族的美德代代相
传。学校从人的主体性、社会性和文
化性三个维度来对德育进行思考，基
于全方位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出发
点，最终建立起以“感恩教育、礼仪
教育、经典诵读”三大板块为支撑的
特色课程体系。

感恩教育德育特色项目以“培养

知恩、感恩、报恩的人”为目标，采
用“知恩—感恩—报恩”的阶梯递进
式教育方法来开展德育活动。通过感
恩教育活动的陪伴和引领，学生的责
任担当素养在提升，今天，心怀感
恩、行动感恩已成为康艺学子自然的
精神风貌。礼仪教育也是德育特色项
目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校在“学礼
仪，讲文明，促和谐”的理念指引
下，遵循“学礼—知礼—懂礼”的教
育规律开展德育活动。通过礼仪教
育，学生的身心更加健康和谐，学生
对美好品质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健
康生活素养得到提升。现在，时时有
礼、处处懂礼已成为康艺学子亮丽的
生活图景。此外，学校积极开展经典
诵读德育特色项目，在“经典浸润童
年 智慧点亮人生”的理念引领下，
走“诵国学—赏国学—悟国学”的三
阶段递进式教育之路。通过经典诵读
的熏陶，学生的人文积淀厚实了，人
文情怀展现了，审美情趣高雅了，人

文底蕴素养提升了。如今，阅读经
典、分享经典已成为康艺学子自然的
学习风貌。

科技创新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进入 21 世纪，科技发展日新月
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而在这个
新时代中，青少年肩负着祖国建设事
业的重任，因此，康艺学校把对青少
年科技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抓
住培养青少年创新意识、训练青少年
创新思维的最佳时期开展科技教育，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技活动，培养学
生的创造力。

一个人的兴趣不是先天生成的，
而是后天培养的，特别是学习科技知
识的兴趣，更是在一步一步的培养与

熏陶中生成的。为了培养学生的科学
创新素养，康艺学校首先建立符合本
校学生特点的科技课程体系，实现科
技教育的持续发展。不仅科技专任教
师编订了 《康艺学校虚拟机器人校本
教程》，而且其他科任教师在课堂上
也更注重各种能力的训练，先后组建
了生物、物理、化学、自然、美术

“兴趣小组”，并把课堂上的奇思妙想
记录成册，编订了 《康艺学校科技梦
校本教程》。与此同步，学校还引进
深圳华德恩教育课程“走进创新”，
并聘请专任教师每学期开设对学生思
维力、创造力、合作力的训练课程。
学生从思维课的大胆想象、发言、交
流，到团体活动课的团队积极参与制
作课上的别出心裁；从创意课上的天
马行空，无中生有，到团队挑战课上
的齐心协力，共闯难关，既促进了学
生创新思维的发展，激发学生对科技
发明的自信与乐趣，又实现了学校科
技教育的持续发展。

学校在建立科技课程体系的基础
上，重点创建科技社团“梦之队”，
吸引一批好奇心强并有强烈创造渴望
的学生加入进来，并围绕这些学生定
期开展科技活动。学校科技“梦之
队”在科技教育组组长艾攀华老师的
带领下，坚持不断学习训练的同时，
广泛搜罗信息，积极参与各级各类科
技项目竞赛，并在国家、省、市各级
比赛中斩获好成绩，成为学校科技创
新教育成果的最好证明！

17 年的阳光和风雨铸就了今天的
康艺学校。在风雨兼程的发展道路
上，学校始终不忘初心，将“为所有
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的办学理念落
到实处，不断创新改革，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
岁月中，康艺学校将一如既往地用汗
水浇灌希望，用努力成就辉煌，真正
实现办优质民办学校，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

（王 晨 徐 鹤）

以德育促进发展 用科技领航未来
——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康艺学校特色发展之路

坐落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的康艺
学校，是一所成立于2001年初的九年
一贯制学校，至今已迈进了第17个办
学年头。这所创办于新世纪的学校有着
优美的办学环境，完善的教学设备和最
先进的教育理念。学校自创办伊始，就
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推行素质教育，以
“培养基础扎实、身心健康、多才多
艺、全面发展的学生”为育人目标，立
足于培养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文化、
艺体双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经过17年的发展，康艺学校现已
拥有51个教学班，近3000名在校学
生，并被评为区德育特色学校、区科技创
新教育先进单位。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
平坦的大道，而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征程。
为了让学校取得更长足的进步，近5年
来，康艺学校始终坚持“为所有学生的终
身发展负责”的办学理念，不断探索实
践，制定科学规划，以德育、科技教育
为抓手，使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