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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描关注“家庭教育之声”

“孩子如果在家里得到了温暖，
有了归属感；如果在学校融入集体，
有多种兴趣爱好和充实的课余生活，
他就不会迷恋网络。戒除网瘾，功夫
在网外。”作为全国资深的家庭教育
专家，每每家有网瘾孩子的父母前来
咨询，贾容韬都让其先做足“网外的
功夫”，正如他的新书的书名 《改变
孩子先改变自己》。在近日举行的新
书发布会上，首届全国家庭教育十佳
公益人物贾容韬讲述了自己如何让沉
迷网游、打架斗殴、差点被开除的儿
子贾语凡逆袭成功的故事。

孩子不良行为背后是爱的

缺失

贾语凡上高中时，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问题学生”：不按时完成作
业、与老师关系紧张；初二至高一阶
段，迷恋网络游戏，还经常到校外打
架，多次被学校处分⋯⋯

贾容韬说：“换作以前，孩子与
人打架，我一定会狠狠地修理他；孩
子沉迷网游，我往往是没收手机、断
网，将孩子关在家里，结果却是孩子
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通过
大量阅读教育书籍后，我渐渐明白，
网瘾是孩子对错误家教方式的一种抗
争手段，网瘾的背后是孩子渴望被
认可、追求成就感的非理性选择，
是 孩 子 长 期 精 神 压 抑 后 的 心 理 宣
泄。”

于是，贾容韬设身处地站在孩子
的角度，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一方
面让贾语凡放手玩，弱化对网络游
戏的兴趣；另一方面给他理解、尊
重和信任，通过和他不断沟通，走
进其内心世界。随着现实生活吸引
力的不断增强，虚拟世界的诱惑力
不断减弱，贾语凡逐渐走出网络游
戏，开始对学业、阅读、朋友感兴

趣，生活回到正轨。
“ 在 孩 子 积 蓄 成 长 力 量 的 童 年

期，我整日忙于事业，疏忽了对孩子
的情感关爱和精神支持。”贾容韬曾
经疏于陪伴孩子，发现问题非打即
骂，使孩子走向自我封闭、网络成
瘾。改变自己的教育观和教育方式
后，他看到了孩子的改变，用健康
的、科学的父母之爱让孩子焕发了活
力。

在贾容韬看来，父母的改变要发
自内心，而不是嘴上说说。真改变还
是假改变，孩子看得一清二楚。“孩
子感到了我的真诚和开明，对抗情绪
因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亲子之间和谐
了，孩子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了。”

孩子的成长源于父母的真

正改变

贾容韬的真改变，其实源于切身
之痛。一次，他偶然看到贾语凡的日
记，其中写道：“今天我在学校丢了
衣服，遭到爸爸一顿训斥。这是初三
开学以来，爸爸对我的第七次语言暴
力。因为你是爸爸，就可以为所欲为
吗？就可以任意伤害孩子吗？如果是
这样，我宁愿自己是孤儿。”这段文
字促使他深刻反省自己的教育方法，
开始真正改变自己的教育行为。

贾容 韬 试 着 和 孩 子 打 乒 乓 球、
玩 篮 球 ， 并 不 断 阅 读 各 种 教 育 书
籍 ， 甚 至 在 陪 读 期 间 给 自 己 列 出

“五个一工程”，即每天要求自己做
好五件事：每天阅读 50 页左右、3
万字以上的书籍；思考一个有关孩
子成长方面的问题；写一篇家教随
笔、读书感悟；对孩子说一句有含
金量的话；每日对自己的言行进行
考评。他还把自己要改的坏习惯和
培养的好习惯列成一个表，挂在案
头，不断在脑海中强化。

慢慢地，贾语凡感受到了爸爸的
进步和人格力量，感受到了父亲对自
己的信任和支持。这种浓浓的父爱开
始帮助孩子奋起直追，发奋图强，凝
聚为成长的力量。从高二开始，贾语

凡不仅逐渐摆脱了网络游戏，与同
学、老师的关系变得融洽，还全身心
投入到学习中。努力了一年半左右，
学习成绩由年级倒数第一、第二，跃
居到班上前十名，并于 2005 年考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父母的真改变，带给孩子的是成
长的质变。来自河北唐山的家长王小
刚说书中写的好像是他家里的事：

“以前，我不是压制妻子，就是企图
控制孩子，结果是爱人和我形同陌
路，孩子见我躲得老远，孩子迷恋网
络，学习一塌糊涂。我心境特差，家
里一团糟。读了 《改变孩子先改变自
己》，我认识到，父母是导致孩子问
题的根源，我决心做好孩子的表率。
看到我实实在在的改变，一次儿子说
了一句令我非常感动的话：‘老爸一
把年纪了，还在追求进步，我要不努力
就太不像话了！’后来，孩子考上了好
学校，全家人也生活得幸福满满。”

父母要有意识地不断走出

舒适区

“孩子的成长历来不是一帆风顺
的，需要父母不断走出舒适区，和孩
子一起成长。”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
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王大龙说，家
长的成长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无知的确定性，即想改变自己，想
把孩子教育好，但不知道怎么改变；
第二阶段是有知的混乱性，即不断接
触各种知识，但由于缺乏独立判断，
觉得都对，又好像都不对，不知道选
择什么、怎么做；第三阶段做批判性
的选择，对各种信息归纳整合；第四
个阶段做创造性的提升，因为每个家
长都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都带有一
些惯常而不自知的教育经验。在组成
一个新的家庭过程中，且有了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孩子后，这种教育经验潜
移默化会发生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这就需要父母勤于检视自身，了解自
己、了解孩子、读懂孩子，给孩子适
合的教育。

父母走出舒适区，和孩子一起面

对成长中的困难、共同成长，实际上
是一种双赢，是对双方人生境界的一
种提升。贾容韬回忆说：“陪读期
间，儿子和我朝夕相处两年，我的价
值观、行事方式都对儿子产生了深刻
影响。儿子在和别人交谈中，常常流
露出对我的敬仰。我也找到了自我存
在的价值，尝到了为人父的快乐。现
在，我和儿子一起从事家庭教育工
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
呼吁更多的父母改变观念、提升素

质，为孩子的人生领航。”
父母作为孩子的精神导师、成长

导师，其道德修养达到一定高度的时
候，所散发出来的人格力量是无比强
大的，这是众多与会嘉宾的共识，贾容
韬感慨地说：“说到底，家庭教育就是
父母的自我教育、自我成长、自我修
行。45 岁之前，我是在教育孩子、塑
造孩子，但 45 岁之后，是孩子在教育
父母、塑造父母，是孩子在引领我成
长。”

微言

一线扫描

看到网瘾背后孩子的心理需求
本报记者 张贵勇

孩子犯错是常事，家长应当采取正
确的处理方式。

要和孩子一起制定规则。孩子有自
己的天性，做父母的要理解孩子，对于
孩子的错误和缺点，要做到心平气和地
沟通，让孩子认识错误的后果，并帮助
孩子找到弥补错误的方法。尽量向孩子
说明什么是他应该做的，什么是他不应
该做的。然后，和孩子商量，如果他做
了不该做的事情，该怎么处理。和孩子
共同制定规则后，孩子知道自己犯了什
么错该受到怎样的处罚，他就不会因为
无知、猜测而做出错误的行为。

要帮助孩子认识错误。生活中，很
多父母喜欢为犯错误的孩子找借口，例
如孩子还小、不懂事，却不知道这种姑
息迁就，把责任扛到自己的肩上，会使
孩子做了错事还若无其事。当孩子再犯
错时，他就会否认自己的错误行为，把
错误行为合理化，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辩
解以推卸责任。因此，孩子犯错时，家
长要根据孩子的理解水平，耐心细致地
跟他讲道理，指出他的错误行为，说明
由于他的错误行为而破坏了规定，造成
对别人的伤害，强调他必须对后果承担
责任，进行补救。事实上，清晰、明确
地将孩子的过错与弥补联系起来，孩子
会更容易接受要他进行弥补的建议。同
时，要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导到受害者的
困难处境上，看到自己所应负的责任。

要和孩子一起弥补错误。因为父母
是孩子的监护人，有义务帮助孩子弥补
错误，并让孩子参与到弥补错误的行动
中来。这样做，孩子才会觉得自己只是
做错了这一件事，而不是父母不喜欢
我，不愿意帮助我。在和孩子一起弥补
错误的时候，可以让孩子自己提出弥补
的办法，这将促使他更多地思考自己的
行为，增强他的责任感。假若孩子提出
的办法不恰当，父母可以再提出一些弥
补的办法来引导他。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
第一中学）

孩子犯错误
父母请用这三招

任万杰

至臻匠心育人 砥砺传承致远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校40周年巡礼

筚路蓝缕 矢志教育梦想

40 年来，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扎根于淮
左名都，浸润于运河文化，与新中国改革开放
步伐同行，一路披荆斩棘、励精图治、阔步前
行。从宝塔湾、青山镇起步，在黄金坝、仪征
南门逐步发展壮大，直至聚合扬子津，走向腾
飞，一代代扬工院人托举起创建高水平高职院
校的梦想。

为贯彻落实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精神，
1978 年 9 月，原江苏省化工部门和扬州地区行
政公署重工业部门拟在扬州市筹办一所化工技
术学校。同年 11 月，原扬州地区行政公署重
工业部门同意扬州市化学工业部门筹办江苏省
扬州市化工技术学校。1983 年 6 月，江苏省政
府部门同意建立扬州化工学校，由江苏省石油
化学工业部门主管。1981 年，核工业部门二七
公司在仪征市郊青山镇利用原扬州农学院青山
分校校址开办职工中专班，1983 年 6 月，核工
业部门批准成立二七公司职工建筑工程学校。
次年，更名为扬州建筑工程学校。两校于 1999
年划归江苏省教育部门直管。

2004 年 7 月经江苏省政府部门批准，由原
扬州化工学校、扬州建筑工程学校合并组建而
成的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应运而生。2007 年
学院以优秀等级通过国家教育部门高职高专人
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2012 年获批江苏省示范

校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2015 年江苏省教育
部门与扬州市政府部门签署共建协议，共同支
持学院向更高水平发展。学院坚守师道初心，
励精图治，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国家级别教
学资源库、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级别实训基
地、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等都实现较大突破；现
代学徒制试点、“4+0”本科、“3+2”专本分段
培养、留学生教育等从无到有，捷报频传。

“今日莘莘学子、明日大国工匠，我们从
扬子津扬帆起航。”一曲校歌 《启航》 道出了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师生的胸襟与情怀。

砥砺奋进 奏响时代强音

在 40 年的办学历程中，扬工院人甘于奉
献、严谨治学，潜心育人、科学发展，始终坚
持 “ 以 服 务 地 方 为 重 点 ， 以 服 务 行 业 为 特
色”，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学院的
事业发展和内涵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产教融合硕果累累。学院联合中国核工业
华兴建设有限公司等大型核电建设企业和 13
所职业院校，牵头组建江苏核电建设职业教育
集团，搭建更加高端、共享、灵活的产教融合
平台；成立“中核华兴建工学院”“中冶崇建
装艺学院”等 5 个双主体二级学院，与中核华
泰建设有限公司共建“BIM 技术研发中心”；
与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协会开展深度合作，建
有石油和化工行业职业教育全国示范性实训基

地 2 个、省级高职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
立项建设点 2 个；积极承担全国职业院校化学
检验工 （技师、高级技师） 培训任务，被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遴选为青年拔尖技能人才培
养基地，被授予“石油和化工行业高技能人才
培养突出贡献单位”。学院还入选了全国第三
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行业指导下的石化
类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赛项开发与实践”获
国家级别教学成果二等奖；“依托产业园，专
业教学对接产业发展有效机制的创新与实践”
获江苏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学院党委书记刘金存认为，体制机制的创
新将会有效地激发办学动力和发展活力，推进
产教融合，构建校企、校地协同育人新局面，
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行业需求，这也是
推进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应有之义。

师资队伍水平显著提升。学院通过实施
“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省校两级“青蓝

工程”、高级访问学者计划、境外研修计划和
组建团队等方式，促进高端人才的成长；以

“创新在扬工、创业在园区”为理念，吸引高
层次人才加盟，并组织高层次人才到企业担任
关键技术岗位负责人，与企业共享高层次人
才；坚持“分类发展、分层培养”的原则，健
全教师培养体系。现有省“333 工程”中青年
学术技术带头人 3 人，省“333 工程”中青年
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 4 人，省“青蓝工
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培养对象） 6 人，省

“青蓝工程”优秀骨干教师 （培养对象） 17
人。电气自动化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工业
分析技术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入选省“青蓝工程
优秀教学团队”，环境污染物检测及治理技术
团队被遴选为“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
工业分析和建筑工程技术教学团队获“全国化
工行业优秀教学团队”称号⋯⋯学院在 2016
年省高职院校人才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 19 名。

在院长陈洪看来，“名师出高徒”，高素质
的师资队伍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保证，是高职
院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师资队伍建设事关学
院事业长远发展，学院以“四有标准”建好教
师队伍，全面提升高职教育发展水平。

专业布局不断优化。根据行业和地方产业
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学院坚持服务石油化
工、建筑 （核电建筑） 两大行业及扬州市基本
产业和新兴产业需求，以专业群对接产业群，
不断优化专业布局，推动专业设置与发展需求
对接。“工业分析技术”专业获国家职业教育

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石油化工技术专业入选
江苏省品牌专业建设立项，建成中央财政支持
的服务产业发展能力专业 2 个、省级特色 （骨
干） 专业 5 个，现有国家级别实训基地 2 个、
省级实训基地 2 个。同时，将建筑工程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按省级品牌专业标准进行建
设，将机械设计与制造、电子商务等专业按省
骨干专业标准进行建设，形成与省级品牌骨干
专业相同建设水平的专业群，服务行业产业的
集聚效应明显。

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学院与 40 余所境
外高校开展友好合作并签署合作交流备忘录，
与澳大利亚西南泰福学院 （会计专业）、与韩
国木浦科学大学 （建筑工程专业） 合作项目成
功获批江苏省第二批中外合作办学高水平示范
性建设工程培育点。学院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行动，2015 以来，共有来自“一带一
路”沿线 22 个国家 （东南亚、中亚、非洲）
的 400 余名留学生来校学习，来华留学生人数
和“江苏省政府茉莉花奖学金项目”受助金额
位列全省前茅。2018 年 5 月，留学生参加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
际邀请赛获一等奖。学院获全国高职院校国际
影响力 50 强、第二届世界职业院校联盟“学
生支持服务”项目卓越院校铜奖、江苏省来华
留学生教育先进集体等荣誉。

近年来，学校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宗旨，
切实推进“素质指标—培养平台—项目模块”三
层结构的校本计划，培养学生敬业精神、诚信
品质、安全意识、人文素养、服务意识和责任
意识。党委副书记倪永宏表示，学院遵循高职
学生成长的客观规律，通过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优化课程体系，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有力
地提升了学生的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

自两校合并以来，学生获得多项荣誉：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5
项；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金奖和最佳带动就业奖；中英“一带一
路”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英国总决赛金奖；全国
高职高专“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
奖 15 项、二等奖 6 项；省“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省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
奖 2 项；省“创青春”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一
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江苏省第四届理工科
大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竞赛仅有的特等奖。
毕业生就业率每年都保持在 98%以上。

风正当时 扬起远航之帆

40 年来，扬工院以敦厚丰富的精神底蕴和
人文内涵，引导学生锤炼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优良品行，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时代新秀、
行业精英、创业达人、技术骨干。在长期的办
学实践中，厚积了较强的办学实力，取得了良
好的办学效益和社会声誉，先后被授予“江苏
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江苏省高等学校文明
学校”“江苏省高等学校和谐校园”“江苏省大
学生创业教育示范基地”“江苏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文明校园”“江苏
省平安校园”“江苏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
校”“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院校文化建设先进
单位”等荣誉称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蓝图绘就，再创辉
煌。党委书记刘金存表示，学院正向着“十三
五”事业发展规划目标迈进，到 2020 年，力争在
专业建设、师资队伍、科研与社会服务等核心竞
争力指标上达到省内先进水平，综合实力居江
苏省前列，社会满意度更高，师生幸福感更强，
成为特色鲜明、高水平示范性高职院校。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站在新时代的
历史起点上，自信努力的扬工院人将继续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努力践行“厚德强能 笃学创新”的校训，以

“聚焦人才培养，聚力特色打造，建设高水平
新扬工”为奋斗目标，着力培养适应石油化工
行业、核电建设行业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建设特色鲜明、
高水平示范性高职院校的道路上勇立潮头、扬
帆远航！

四秩华章，弦歌不辍。11月18日，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迎来四十华诞，悠悠流
淌的古运河，见证着它的变迁与发展。翻开学院史册，记录了一代代扬工人艰苦奋
斗、勇攀高峰的雄健身影。建校 40 年来，学院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秉承“厚德
强能 笃学创新”的校训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以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
行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己任，谱写了一幅宏伟壮丽的创业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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