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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的一大烦恼，就是孩子老
犯错误。家长会觉得为难：不批评
孩子，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以后还会再犯；批评孩子又怕他受
伤害，容易自暴自弃。其实批评不
一定是对孩子的打击，积极心理学
有个“批评出乐观”的方法——如
果批评得好，反而可以让孩子更乐
观。此方法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人
乐观的根本原因。乐观不是坚定相
信未来会更好，这样反而容易在现
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乐观
是因为心态的改变带来行动的改
变：遇到挫折后，能正确分析挫折
发生的原因，发现其中自己能改变
的部分，然后致力于改变它，努力
做得更好。

不将一次错误扩大化

孩子犯错误，其实就是在经历
挫折。家长此时要给他引导，让他
知道遭受挫折的原因。积极心理学
运动发起人马丁·塞利格曼教授提
出“习得性乐观”方法，即不要将
错误无限放大，而应该将一次错误
看成暂时的、特定场景的和不涉及
人格问题的。这样做避免让孩子产
生负面的自我暗示，孩子才会将这
一次挫折和其他事情区别看待，相
信只要修正了这一次错误，以后就
会更好，从而变得更乐观。

比如有一次我儿子自己在卫生
间洗澡时，把卫生纸撕碎了扔在地
上，又把洗发水、沐浴露倒在洗脸
池里，堵塞了下水口，弄得地上全
是水。当时我气得脱口就想训他：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爸爸说的话
从来不记得，就知道浪费东西！”
话到嘴边我就意识到了，这样的批
评等于扩大化了他这一次错误。

指责他“爸爸说的话从来不
记得”，是在暗示他以后还会不断
犯错；说他“就知道浪费东西”，

意味着他不仅是在洗澡这个场
景，在其他场景也会犯这个错
误；最糟糕的是那句“你怎么这么
不懂事”，这是直接指责孩子的个
人品质。因为品质是贴在孩子身上
的标签，他会认为：“哦，我就是
个坏孩子，就是不懂事，所以才会
犯这些错误，以后还会犯更多更大
的错误。”这些批评都是在扩大化
孩子的一次错误，暗示他会一直
犯错，会在不同的场景犯错，因
为他就是这么一个“坏孩子”。经
常被这么批评的孩子，怎么可能
乐观呢？

所以我立刻把到了嘴边的话咽
了回去，换了一个方法批评他：

“你今天怎么把卫生间玩成这样？
你以前洗澡都挺好的啊。这样浪费
东西是不对的，你自己还说老师叫
你们吃饭别浪费呢。”这种批评方
法，指出了他错在哪里，但是把他

的错误限制在了这一次、这一个场
景，因为提醒了他“你以前洗澡都
挺好的”，所以“你只是偶尔犯了
这个错误，你自己也知道浪费不
对，以后不要在其他场景再犯这个
错误”。我没有指责他个人品质有
问题，避免了孩子对自己产生负面
看法。

帮孩子纠正认识偏差

乐观信念的建立不是灌输“你
真棒”“你一定行”，而是培养孩子
客观分析问题的能力，帮他纠正认
识偏差，得出全面结论，让他看到
变好的希望。孩子大都比较情绪
化，顺利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厉
害的人，遇到挫折时又容易给自己
贴上“什么都不行”的标签。孩子
觉得自己在哪方面不行，你就帮他
找到在这方面还不错的例子；或者

他犯了错正害怕大人批评的时候，
你告诉他“其实你平时不是这样
的，其他方面你都做得很好”，这
样他才能看到变好的希望。

很多家长以为，培养孩子乐观
的方法就是不要打击他，尽量保护
他不犯错误，这样其实是危险的。
因为孩子将来不可避免会遇到挫
折，那时他可能会一下子心理崩
塌：“啊，原来这个世界这么残
酷！我做什么都不行，还是放弃
吧。”一个浪头就把他打倒了。真
正的乐观心态不是避免遭受挫折，
而是明白“挫折来临的时候，我有
能力改变它”。

比如，孩子体育课跳绳不及
格，回来很难过地说：“唉，我的
体育就是不行，这次跳绳又不及
格！”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持续的、
大范围场景的个人原因。要怎么安
慰和引导他呢？就是帮他找到暂时

的、特定场景的非个人原因。你可
以说：“其他体育项目你不是都及
格了吗？你的立定跳远还是全班第
三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跳绳练习不
够。”举出客观事实，帮助孩子认
识到这个挫折并没有那么可怕和不
可避免。否则他会认为自己反正体
育不好，干脆放弃，而不是去努力
改变现状。

让孩子靠行为改变困境

“批评出乐观”还有很关键的
一步，就是采取行动来改变困境，
让孩子体验到“我不是无能为力
的，我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让局面
变得更好”。来自于事实分析和自
身体验的乐观才是真正的乐观。家
长应该意识到，孩子犯了错误不可
怕，这是培养乐观心态的好机会。
如果孩子能养成习惯，当挫折来临
时不慌张，而是能客观看到事实的
正面、反面，并采取行动战胜挫
折，那就为他一生的幸福和成功奠
定了一块最坚实的基石。

在孩子跳绳不及格这件事上，
在帮助孩子纠正认识偏差后，接下
来就应该和他一起采取行动，制订
跳绳练习计划并且执行，下一次孩
子就会跳得更好，重新找回自信。

知道挫折来临时自己有弥补能
力，孩子才能真正保持乐观。当我
批评完孩子洗澡时弄脏卫生间后，
下一步就是采取行动。我对儿子
说：“我们一起来把卫生间收拾一
下。”儿子立刻高兴地和我一起清
理下水口、收拾卫生纸。这就给他
传递了一个信息：犯了错误不可
怕，关键是要采取行动改正错误。
这件事充分验证了“批评出乐观”
的可行性。

掌握了以上三点，家长还可以
创造更多批评孩子的聪明方法。通
过这些训练，家长自己也可以养成
从批评中培养乐观、从烦恼中寻找
机会的习惯，变得更乐观。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改变批评方法 获“习得性乐观”
赵昱鲲

20多年过去了，女儿学骑车的情景仍然
历历在目。那天是女儿4岁生日，想学着骑
两轮童车，我有点儿担心安全问题，但女儿好
奇踊跃，妻子坚决支持，我也只得沮丧地妥
协，却意外收获了育儿过程中的一次启悟。

开始是妻子扶着女儿骑。有妈妈左手握
着车把、右臂环绕自己，女儿感到踏实、有
依靠，心情自然就放松下来。约莫两个小时
后，见女儿身子不再扭动，妻子就转移到后
面推着车子，没想到重心一歪，女儿跌了下
来，膝盖的皮肤挫伤了一块。

我心疼地问：“还想学吗？”女儿愣了一下，
点点头。于是妻子在前面一手扶着车把一手
扶着女儿，我在后面紧紧把住后座，大声地说：

“大胆地骑，握好车把。蹬整圈！”到了傍晚时
分，女儿开始能握紧车把时，我才松开了手。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又全家总动员继续
练习。我骑着成人自行车在前面示范，女儿
模仿能力强，也坐上车子，手握车把，双脚
学我踩着脚踏。几圈以后，在后面推车的妻
子试着松开了手，女儿不知不觉往前行驶，
又不知不觉跟在我后面学会了转弯。当女儿
骑到一圈的时候，妻子惊呼道：“学会啦！”
此时，妻子像得胜回朝的将军，惹来众人的
艳羡，享受着无限荣耀，幸福极了。

那一刻，我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安静，在
安静的泪中，回想起自己当初的怀疑和质
问，回想起妻子默默的坚持，庆幸我们在陪
女儿学骑车的经历中相互给予勇气和力量，
才没让女儿错失了这次成长的机会。

每一种对于生命的挑战姿势都值得欣
赏。有些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所
谓的教育，就是父母陪着孩子经历一场又一
场与困难挑战的旅程。尤其在挑战中遇到困
难时，孩子对父母的态度会特别敏感。当缺
陷和不足被父母及时发现和矫正时，孩子的
潜能就得以释放，孩子的自信就得以增强，
孩子的自身价值就得以体现，从而真正体验
到学习和生活的乐趣。相反，父母的过度保
护，会让孩子失去历练的机会；而喜欢抱怨
的父母，则给了孩子不学的理由和凡事推卸
责任的态度，都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

陪着孩子静静体味生活的滋味，倾听孩
子内心声音的回响，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尝
试，被成就的，不止是孩子。

（作者单位：安徽省庐江县长岗中学）

父母松开手
两代被成就

孙功道

微言

洪楠 绘

家教行动

强内涵建设 助“后浪”奔涌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打造德技并修人才培养特色

2018年5月，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简称“川北幼专”）获全国高
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技能大赛一等奖；
2019年12月，学校获全国高职院校早
期教育专业学生保教技能竞赛团体一等
奖……

谈及这些荣誉，川北幼专党委书记
张斌说：“我们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大赛单
项和综合一等奖的获奖总数，连续两届
居四川省参赛高校之首。”

举办技能竞赛是我国推动职业教育
科学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频频摘得国
家级别技能大赛奖项，地处四川省广元
市的川北幼专为何如此出色？学校人才
培养有何特色？

培育丰满大爱精神

最近，川北幼专正在为一本教材的出版摩
拳擦掌。很多教师主动牺牲暑期休息时间，讨
论架构、调整章节、打磨字词……

这本即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
材，名为《幼儿教师爱心培育教程》，是四川
省省级重点课题“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爱心
培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的重要成果之
一。

课题负责人、川北幼专党委书记张斌说，
作为专业培养幼儿教师的幼专高校，我们将学
生的师德养成教育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在课题引领下，川北幼专基于《幼儿园教
师专业标准》，积极探索学前教育专业专科学
生爱心培育的路径，形成爱心培育课程及实践
体系，为培养具有“大爱品格、优雅气质、奉
献精神、卓越能力”的合格幼儿教师打下坚实
基础。

课程及课堂教学是爱心培育的重要载体。
川北幼专坚持爱育课程与课程爱育的统一，不
断加强对幼师学生爱心教育的渗透。一方面，
在《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政策法规》等公共必
修课中渗透师德师爱、个人修养等方面内容，

不断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另一方面，通过
专业核心课程以及学前儿童健康、语言、社会
等课程渗透爱心教育，塑造学生正确的“儿童
观与教育观”。

据川北幼专学前教育系主任任颖介绍，
学校定期邀请幼儿园一线优秀教师、园长到
校为学生进行专题的师德教育讲座，将幼儿
园典型爱心事例、优秀德育文化和德育资源
引入学校教育教学，共同致力于学生的师德
培养。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培养“六
有”大学生，必须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基石。

培育大爱精神，筑基理想信念，这是川北
幼专人才培养的一大特色。

为深入贯彻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重要精神，川北幼专积极构建“大思政”育
人格局，不断深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促进思
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协调统一，探索实
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

一方面，川北幼专建立思政课教师“手拉
手”备课机制，大力推进思政课教学方法改
革，努力实现思政课教学“配方”先进、“工
艺”精湛、“包装”时尚。对标省级精品示范
课程建设标准，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授课展
示、教法研究，切实提高思政课教师授课水平
和课程建设能力。

另一方面，川北幼专积极构建“课程思
政”格局，落实全课程育人理念，深度融合学
科知识和思政教育知识，着力在“课程思政”
建设的深度与广度上下功夫，构建具有川北幼
专基因的全课程育人体系。

在2019年四川省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精彩一课”讲课比赛决赛中，川北幼专思
政部青年教师何丽获得一等奖，展示了学校思
政课教师的实力和风采。

川北幼专副校长郑海龙说，我们引进专职
辅导员32名，不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激励和
保障机制。坚持用新思想武装学生头脑，引导
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此外，学校创新举办“青马工程”培训
班，成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书友社”，建立

“红星公园”“五洲社区”等实践教育基地，利
用慕课、微课、官微、官博等学生喜闻乐见的

“微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近年来，川北幼专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

高，社会美誉度大幅提升，入选“优质省级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获评“全国五四红旗
团委”。

锻造扎实专业技能

高水平幼儿教师的培养，不仅要通过爱心
培育实现有爱、懂爱，更要通过构建实践教学
体系帮助其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这也是爱心
得以正确传递和表达的重要支撑。

学前教育系副主任邢春娥说，学校加强与
幼儿园的合作并形成共同体，为学生提供完善
的实践教学平台，不仅有利于幼师毕业生把专
业知识转变为有效的教育行为，也增添了幼儿
园的教育活力。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大学生
肩负时代责任，在高扬理想风帆的同时，一定
要静下心来刻苦学习，努力练好人生和事业的
基本功。

通过“共同体协同育人，教学做三位一
体”锻造学生扎实的专业技能，这是川北幼专
人才培养的另一大特色。

从2016年开始，川北幼专积极参加“高
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2017年，
陈本卫老师指导的代表队和谢晓敏老师指导的
代表队分别荣获专科组国家二等奖。2019年，
学校又有两支代表队获得国家二等奖。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海。一所地处非省会城市的幼专，能够频
频在国家级别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正是学校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真正实现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不断推进内涵发展的结
果。

川北幼专副校长蒲远波介绍，为保障人才
培养质量，学校不断制定和修订《教学工作委
员会章程》《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等52项
教学管理制度，建立起完整的教学质量管理体
系。设立教学督导处，建立专职督导队伍，加
强教学质量监控，初步建立校内信息反馈“七
源”开放式质量监控体系。

2019年3月，我国启动“1+X”证书制度
试点，川北幼专敏锐捕捉到这一政策信息，目
前已有学前教育、早期教育、护理等5个专业

成功申报，居全省同类院校之首。
此外，学校学前教育、语文教育专业被列

为上级主管部门重点支持建设专业；学前教
育、小学教育专业被列为四川省第三批现代学
徒制试点专业。

初等教育系副主任任婧说，在全省师范院
校中，学校是在现代学徒制试点中优先“吃螃
蟹”的。

任婧介绍，学校正在以“现代学徒制”试
点助推乡村全科小学教师培养。以小学教育需
求为出发点，以教师职业养成过程为载体，关
注职业素养与人文素养的结合，着眼于学生专
业能力的持续发展。

目前，初等教育系已初步构建起了“三
习贯通”实践教学体系，第一年是“教育见
习”，主要任务是“看老师做”，对未来的职
业进行专业感知；第二年是“教育研习”，
主要任务是“帮老师做”，适当参与教育教
学，熟悉教学环节和教学规范；第三年是

“教育实习（顶岗实习）”，主要任务是“我
自己做”，在教师指导下全面体验小学教育
教学。

逐梦“全国一流幼专”

川北幼专创办于1937年，前身是“全国
百所先进师范学校”之一的四川省广元师范学
校。

为响应培养“四有”好老师的号召，川北
幼专确立“为幼为小，亦师亦范，办人民满意
的全国一流幼专”的总体目标，逐步形成“共
同体协同育人、教学做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
模式。

川北幼专校长张廷鑫说，“升专”以来，
学校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之路，始终把专
业建设作为强化内涵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的突破点和着力点，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
革。

长期专注于内涵建设，潜心于专业发展，
这让川北幼专在人才培养上特色鲜明，竞争优
势明显，助力一届又一届“后浪”毕业生在火
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在拼搏的青春中成
就事业华章。

目前，川北幼专已构建了以全日制高中起
点三年制专科为主，以全日制初中起点五年制
专科为辅，以师范教育专业为主，非师范专业
为辅，师范教育与非师范教育、职前教育与职
后教育协调发展的专业布局，形成了“师范职
教并重、人文艺术交融、职前职后贯通”的办
学格局。

专业发展方面，川北幼专密切关注行业
发展动态，不断完善专业布局，优化专业结
构，丰富办学层次。开办专业由2012年的4
个发展到现在的22个，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保
持在95%以上。

师资队伍方面，大力实施“高层次人才引
进”“校本教授培养”“客座教授选聘”“教师
学历提升”四大计划，启动博士、教授、名师
三大工程，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教学改革方面，坚持“师德为先、育人为
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教师教育基本理
念，构建“3321”实践教学体系，扩大实践学
时比例，强化技能训练。建立学前教育实训中
心等十大校内教学实训中心，钢琴、舞蹈等专
业教室以及非遗传习坊等实训室256间，建成
了185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服务社会方面，开设旅游管理、护理等
新专业，无缝对接广元“中国生态康养旅游
名市”战略，为地方康养、旅游产业培养紧
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承接国家级别培
训项目14项、省市级培训46项，培训广元市
中小学校长、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等2500
人次，被评为“省级优质职教师资培养培训
基地”。

近年来，川北幼专办学特色逐渐凸显，教
学成果不断涌现。师生在全国各类大赛中获三
等奖以上奖项50余项，在全省获二等奖以上
奖项100余项。

2016年，川北幼专一次性、高水平通过上
级主管部门人才培养工作评估。2018 年 11
月，荣获国家职业教育领域高级别荣誉奖“黄
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称号。

一番番的肯定，一次次的奖项，一项项的
荣誉，既是领导专家们对川北幼专办学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高度肯定的宣言书，也是川北幼
专人以“负重自强、开拓进取”精神实现“全
国一流幼专”梦想的冲锋号！

（李善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