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教周刊 家长学校
2018年9月13日 星期四

11主编：杨咏梅 编辑：黄文 设计：白弋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52 邮箱:jiatingjiaoyu@edumail.com.cn QQ群：371368053 ·

请扫描关注“家庭教育之声”

马老师：
您好！
我的小外甥两岁半，是个柔弱、

善良、懂事的小孩。然而，他每次在
楼下玩的时候，总被一个男孩子欺
负，他家大人从来都不管。昨天晚上
他又被那男孩子摁在了地上。这一幕
被我妹妹看见了，妹妹非常心疼，可
又不能说什么，就把孩子抱过来想回
家。小外甥不忘刚才被欺负，在妈妈
怀里说：“打他，打他。”妹妹也想趁
机锻炼一下孩子的“战斗力”，就鼓
励他说：“那你去打回去吧。”小外甥
果真跑过去，可伸出的手还没有打到
对方身上，又被对方挠了脸。妹妹赶
紧抱起孩子回家了。

妹妹回家后问我，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家长该怎么办？这一询问，把我
的思绪拉回到十几年前。我儿子小时
候也和小外甥一样善良，从来不会打
架，经常被小朋友摁在地上骑着。哪
个母亲看到孩子受到欺负不心疼？可
我是老师，一直教育儿子对人要谦
让、友爱。我就跟儿子说：“对那些
欺负你的孩子，咱躲得远远的。”可
有些熊孩子并不是你能躲得开的。

有一次回老家，儿子的一位本家
爷爷教儿子说：“以后谁再打你，打
不过就咬他。”我心里很不赞同这种
做法。回家后对儿子说：“老爷爷说
的这办法咱们不能用。”可是真到再
次被欺负的时候，我所有的正面教育
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只记住了本
家爷爷说的“打不过就咬”。真奇
怪，儿子咬了打他的人几次之后，竟
然再也没有人欺负儿子了。当然，儿
子上小学之后，因为我们从诗书礼仪
各方面的渗透教育，他渐渐崭露头
角，再也没有人欺负他了。

拉回思绪，我告诉妹妹，一定要
好好培育孩子，让孩子自立自强，拳
头大的不一定是“大哥”，唯有真实
本领才可以为自己树立永久的威信。

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告诉小外
甥，在他还没有多少真实本领之前，
也用“咬”来保护自己？这一问题困
扰了我很久，很想得到您的指点。

您的读者 徐文雅

徐文雅读者：
你好！
来信提出的问题是很多家长都关

心的。我们做过调查，确有一些家长
认为孩子在受到欺负时应该“打回
去”反抗和自卫。但是，大多数家长
还是认为“打回去”的教育，并不能
解决根本问题。

说到这里，想起了我的小外孙。
小外孙也是个不会打架不会骂人的孩
子。有一次我亲见他和玩伴玩羽毛
球，不知怎么争吵了起来，那个男孩
抡起球拍，小外孙也抡起球拍。但
是，小外孙的球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
下。从这个细节中，我看到的不是胆
怯，而是一种心底的善良，是一种可

以赢得好人缘的软心肠。我跟小外孙
的父母说过此事，高高举起轻轻放
下，是孩子美好的心性，千万不要教
孩子敢下手。如果从小学会了敢下
手，早晚会祸及自身和家庭。事实证
明，就近期效果说，当时两个伙伴很
快又高兴地玩起来；就远期效果说，
到今天小外孙十来岁了，在同伴中很
有人缘。

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两
点。

不要以“大人之心”度“小
人之腹”

德国幽默大师埃·奥·卜劳恩的
《父与子》 上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两
个小孩打架，打完后都各自回家告
状。两个爸爸拉着孩子见面了，两个
爸爸评理，吵架直至打架，转过身一
看，俩孩子已经玩到了一起。这幅漫
画生动地刻画了一个现象：孩子间的
冲突是多么地容易化解，根本不像大

人间的矛盾。我们不要一看见孩子们
发生冲突了，就以成人世界的逻辑来
对待。

孩子间的冲突和打斗基本上都是
暂时性、浅表性的，并不存在原则上
的敌意，没有那么多的是非你我。他
们今天吵、明天好，在这一过程中互
相磨合，逐渐学会交往。如果轻易地
教孩子“打回去”，就容易使孩子间
的冲突升级，最终造成更大的伤害。
更何况，成人社会中，暴力行为也要
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不要以“律师之心”代“法
官之心”

孩子之间发生冲突后，出于爱子
心切，双方家长有意无意间都站在自
己孩子这边。也就是说，家长几乎本
能地都扮演了自己孩子的律师角色。
这原本也许不算大错，但是，我们不
能以“律师之心”代“法官之心”。
即感情上我们可以心疼自己的孩子，

甚至可以偏爱自己的孩子，但是，理
智上我们不能据此对孩子的冲突作出
判断以及相应的处置。也许有些家长
说，我可不是护犊子。问题是，潜意
识活动是人的许多活动真实的心理动
因，就是说，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袒护
自己的孩子。

回到来信谈到的问题，特别欣赏
您信中所说，“一定要好好培育孩
子，让孩子自立自强，拳头大的不一
定是‘大哥’，唯有真实本领才可以
为自己树立永久的威信”。更欣赏来
信中谈到的方法，“儿子上小学之
后，因为我们从诗书礼仪各方面的渗
透教育，他渐渐地崭露头角，再也没
有人欺负他了”。

现实就是这样，在孩子们的世界
里，不是拳头大的就是“大哥”，在
成人的世界里，更没有人真正能凭拳
头打遍天下、众人仰慕。因此，教孩
子品行兼优、德才兼备，教孩子学会
正确的交往技巧，学会以智慧和能力
取胜，学会以忠厚和善良处世，这才
是孩子立足于未来社会并在竞争中获
得成功的根本途径。

谁发展得好，谁就是胜者。所谓
对抗，都是人的妄念制造的。人与人
的关系，天然本性上并非对抗，而是
相克相生，互即互入，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如此说来，又何必教孩子打
回来打回去呢？

那么孩子挨欺负吃亏究竟怎么
办？相信我们已经有所共识，孩子之
间发生些冲突，原本无所谓挨不挨欺
负、吃不吃亏，那只是孩子们应有的
生活。再有，有些孩子间的冲突，表
面看来好像是孩子的人际交往出了问
题，其实是孩子的人格培养出了问
题，就是说孩子存在不健康性格。很
多老师观察过，常常挨欺负的孩子，
大多不是那些真正老老实实的孩子，
相反，有些孩子挨欺负，背后多多少
少总有自身的一些毛病。比如不自
信、学习成绩不好、缺乏社交能力
等，这是需要家长注意教育和细心观
察的。

应用心理学研究员 马志国

微言

有问有答

孩子被欺负家长怎么办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这天，我刚进小区，就看见小刘
在花坛旁教训 6 岁的儿子阳阳。小刘
大声训斥着，还打了阳阳一巴掌，阳阳
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小刘随即把阳阳
搂在怀里，又是哄又是亲：“宝贝儿乖
啊，不哭了！”可是好言劝慰了半天，阳
阳还是哭闹不止。小刘没了耐心，又
甩给阳阳一巴掌：“好话说了半天，你
怎么还没完没了啦？”阳阳顿时又撕心
裂肺地大哭起来。小刘只好又无奈地
俯身去哄。如此几番折腾之后，最终
以小刘给阳阳10块钱去买零食收场。

小刘这样的家长，是典型的“变
脸式”家长：一会儿暴风骤雨，气势
汹汹，转眼间和颜悦色，绵掌化柔。
我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对孩子危害很
大，而且收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首先，教育达不到深度。家长批
评孩子的初衷，是让孩子认识到所犯
的错误并加以改正。比如，小刘是因
为阳阳没写完作业就出去玩而教训
他。小刘一会儿打、一会儿哄，就会混
淆孩子头脑中的对错观念，孩子不能
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哪儿，当然
也就谈不上以后如何正确地去做了。

其次，孩子容易养成偷巧心理：
“我一哭一闹，你们就得马上哄我。”
当变脸式的套路逐渐被孩子所熟悉，
那么孩子在以后再挨打时，就有可能
会通过哭闹甚至撒泼的方式逼家长就
范，令家长无计可施。更为严重的
是，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信也会逐
渐降低。久之，不但家长无法再教育
孩子，孩子也会更加有恃无恐。

另外，这种教育方式还会使家庭
教育出现夹生现象。家长教育孩子时
的态度阴晴不定、反复无常，就会令
缺乏判断力的孩子感到迷茫无措，无
所适从。看似家长尽到了教育孩子的
责任，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

教育孩子要讲究方式方法，遵循
科学性和前瞻性，切不可做变脸式家
长。否则，不但会弱化教育效果，还会
事与愿违，甚至功亏一篑。

（作者单位：宁夏石嘴山市惠农
区育才路第一中学）

莫做“变脸式”
家长

马静

“致知力行 追求卓越”的创新发展之路
——山东省潍坊行知学校以党建引领学校文化创新的实践

什么是学校的发展与创新？什么
又是学校的特色品牌？作为一所基础
教育学校如何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山东省潍坊行知学校的经验和做
法是：一所学校要发展，方向决定道
路，文化决定灵魂，思想决定高度，
内涵决定品质，质量决定发展。

近年来，潍坊行知学校以党的领
导决定学校的办学发展方向，以陶行
知教育思想引领学校文化体系建设，
走以党的领导为主体，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的“一体两翼、双轮驱动”的发
展道路，丰富了“教学做合一”的育
人思想，结出了累累硕果。

建校 10 年来，7300 多名学生从
这里走进了高等教育的殿堂，1500 多
名学生走进了国内双一流大学，多名
学生实现了清华梦，潍坊行知学校成
为了当地一所名副其实的基础教育名
校——

以“知行合一，追求卓越”为
办学目标，创办一所“有灵

魂”的人民满意的学校。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这是
党和国家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办什么
样 的 教 育 提 出 的 新 要 求 。 一 所 学
校，要全面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学
校正确的办学方向。潍坊行知学校党
总支书记、校长岳廷玉说，潍坊行知
学校提出追求卓越的目标，就是因为
行知教育人始终践行着陶行知先生倡
导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
学，学做真人”的教育思想，这种理
念的实施使学校成为了一所人民满意
的学校。

走进潍坊行知学校，“行知”二字
赫然醒目。学校冠校名以“行知”二
字，就是源于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博大
精深的教育思想，这种思想，对今天
的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对

教师发展而言，“行知”凸显了“千教
万教，教人求真”的治学之道；对学
生成长而言，“行知”深谙“千学万
学，学做真人”的育人思想；对教育
教学而言，将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活
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
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
给学生。”所以，以“行知”来命名学
校校名，就是激励我们要培养出更多
的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岳廷玉校长满怀深情地说，正因
为如此，潍坊行知学校确立了以陶行
知教育思想为基础的“三风一训”，围
绕“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
题，矢志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形成
了学校自身的文化体系。即以“生活
教育”为主线，在“教学做合一”的
教育思想指导下，求真知、教真学、
育真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彰显
出了学校的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什么是行知教育？岳廷玉校长以
其深邃的教育理念作了这样的诠释。
他说，朱熹在 《答吕子约》 中曰：“大
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

“致知”就是把事物、知识探个究竟，
不浅尝辄止，囫囵吞枣，才能获得真
知，最终，才能学做真人。而“力
行”就是躬身实践，竭力而行，举力
大成，摒弃陋习。在这个问题上，学
校的校训“知行合一，追求卓越”的
思想恰恰契合这一点，它为每一名学
子的健康成长铺就了一条正确的人生
之路。

什么又是“知行合一”？岳廷玉校
长讲，“知”就是“知识”，“行”就是
现实行为的实践活动。通过“知”引
导行为实践活动，又通过“行”进一
步体察所学的“知”。“知行合一”强
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即人不仅
要认识“知”，尤其要实践“行”，只
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
称得上“善”，而“善”是什么？它又
是“德”的集中体现，又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
用陶行知名字命名的潍坊行知学校，

践行“知行合一”的思想，以知促
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就是
潍坊行知学校的教育追求，从而打造
出了一所“有灵魂”的培养四有新人
的卓越学校。

以“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为
校风，构建一所“有品位”

的充满真诚和人文情怀的学校。

何谓“真诚”？“‘真诚’就是真
心实意，从心底感动他人而最终获得
他人的信任”，潍坊行知学校校长岳廷
玉如是说。这也是潍坊行知学校一直
追求的办学效果。

学校每学期都要召开两次以“用
心沟通，真诚交流”为主题的家校交
流周活动。由家长通过电话、微信等
形式，与班主任及指导老师“预约”
来 校 时 间 。 这 种 交 流 一 直 坚 持 了 7
年，同家长面对面座谈会，向家长介
绍学校的办学情况，听取家长对学校
的建议和意见。

“学校用一周时间，打开校门接受

家长参观，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真
诚的办学态度。我们作为家长跟孩子
一起体验课堂学习，体验校园生活，
面对面地对老师和领导提出疑问，这
让我们对学校更放心，对孩子更有信
心！”一位高三家长这样总结道。

只要家长想了解学校，潍坊行知
学校都毫不隐瞒，做到了真真实实，
让家长对学校明明白白。潍坊行知学
校“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校风，
敦促着老师、学生用一颗颗真诚的心
去交流，做一个真诚的人，去追求人
生的真善美。

尤为可喜的是，学校积极倡导读
书活动，向全体教职工推荐 15 本教育
理论励志书籍，丰富了教师精神生
活。如今，现代化的智能图书馆集读
书、交流、研讨于一身，成为了教师
精神的港湾。引用广大教师的话，“校
园和谐的核心是：事业的成功是一所
高品位学校的基石。”

现在，潍坊行知学校历经 10 年的
积淀，形成了一种既有人文情怀又充分
体现高品位的现代化学校。“山东省家
庭教育示范基地”“山东省模范职工之
家”的匾牌是对学校办学的高度肯定。

学校结合陶行知“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和一”的教育

思想，形成了学校独有的“行知生态
课堂”。生态课堂提倡“课堂教学生活
化”“课堂教学民主化”“课堂教学个
性化”。这种课堂，将学生学习进行高
效构建，为学生成才提供了发展舞
台。建校 10 年来，学校有 4 名学生考
取 清 华 大 学 、 1 名 学 生 考 取 香 港 大
学、1500 余名学生升入国内双一流大
学，创造了同类学校特色办学的奇
迹，为全国同类学校的创新发展提供
了成功的范例。

学校先后被授予“全国国防教育
特色学校、山东省文明单位、全国校
园文化建设先进单位、潍坊市工人先
锋号、潍坊市最具影响力学校”等多
项荣誉称号，一所高品位的现代化学
校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以“生活教育，致知力行”为
核心，打造一所“有活力”

的当代教育名校。

陶行知先生是具有批评精神和创
造精神的教育开拓者。他的教育思
想、求真的教育实践、行知合一的师
德风范，为潍坊行知学校树立了光辉
的榜样。10 年间，学校坚持“立陶创
特”办学特色，将陶行知“生活即教
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
教育理论，变成了学校的思想源泉，
引领着一批批学子走向了祖国的四面
八方。2018 届学生范景辉说：“3 年
前，我满怀求学的渴望，从初中踏入
了行知学校的校园，在这里开启了我
人生精彩的奋斗旅程，也放飞了我的
希望与梦想，是行知让我和伙伴们走
向了远方⋯⋯”

事实也正像学生们说的那样，以
学校“国旗下的演讲活动”为例，这
个令每一名学子挥之不去的育人特
色，潍坊行知学校坚持了整整 10 年，
每周不同的主题，每周不同的角色，

学生主持，学生演讲。每周都在思想
的碰撞中，引领着行知学子的前进方
向。每年 3 月，学雷锋活动月到了，
行知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伍，走进了火
车站、交通路口，进行志愿服务活
动；阳春 4 月来了，行知学校每年都
举行以“缅怀英烈，爱我中华”“远足
活动，磨炼意志”为主题的烈士陵园
扫墓等系列活动；不仅如此，还有跳
绳、3 人篮球赛、乒乓球、校园歌手
大赛、模特表演、经典诵读、体育艺
术节⋯⋯让学生在活动中快乐自由地
成长，践行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2016 届毕业生李嘉辉勇夺“第十
六届中国职业模特大赛”总决赛男模
组全国亚军；潍坊市第二届经典诵读
大赛中，2017 届学生李雅琴喜获大学
中学组二等奖，成为潍坊市普通高中
仅有的大奖。学校连续代表潍坊市参
加山东省中小学文艺汇演成绩斐然；
学生军训获山东省“优秀军训案例”。
特别值得骄傲的是：10 年间，有一大
批优秀学子考取了中央美院、中国美
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
艺术类高等教育殿堂，圆了若干个学
生和家庭的大学梦。

面对学校创造的种种奇迹，岳廷
玉校长这样说：“让学生拥有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即拥有健全
的人格、乐观的生活态度、求实的科
学态度、宽容的人生态度和对真善美
的价值追求；让学生把创新精神、实
践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统一起来，做
到‘知行合一’；让学生学会学习获取
新知识的同时，不断创新、实践、体
验、交往，形成合作能力和综合素
质；就是潍坊行知学校精神育人和全
面育人的三大核心。”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10 年间，潍坊行知学校就这样践
行着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坚持着

“以德立教，爱满天下”的坚定信念，
办出了一所人民满意的有灵魂、有活
力、有品位的卓越学校⋯⋯

（潍坊行知学校 王汝生）

美丽壮观的潍坊行知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