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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邻居家的孩子今年高考，疫情期间

他曾向我讨教过几个问题。我问他，今

年高考有多大的把握？他的回答是：

“心里没底儿。”

高考结束后，我见到他时，他正跟父

母吵架：“当初你们为什么不管我严点？

以前的假期都荒废了，你们如果把我逼

紧点，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从他的话中，我知道他这回考砸了。

他的母亲这样回答他：“当初，我和

你爸不是没管你，也想过逼一逼你，可

是你也不听啊。我们一让你看书，你就

三五天不回家，不是去你姥姥家，就是

去同学家，我这不是怕你出事嘛。”母亲

说话间一脸的无奈。

他的父亲有些着急了，说：“谁说我

们没管你？那是管你也不听！”

“我不听，你就不管了吗？养不教，

父之过。”孩子回道。

…………

从这番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孩

子是需要管教的，“树大自直”的道理是

靠不住的。孩子从小受到良好家教的

熏陶，父母家人都爱读书、爱学习，孩子

自然也会喜欢读书。有的家长为了让

孩子读书、做作业，自己便不看电视、不

玩手机，就在旁边陪着孩子看书或者做

自己的工作。孩子做作业到几点，家长

就陪孩子到几点，一是督促孩子；二是

陪伴孩子。

今年，受疫情影响，开学以后，我们

会发现，有些孩子已经被拉开了很大的

距离。家长管教严格的孩子，功课一般

都掌握得比较好。而家长不在孩子身

边的，有些知识点，在老师提问时，孩子

一点印象都没有，这说明有些孩子上网

课效果很差。

我常给学生讲：学习，永远没有假

期。爱学习的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抽

出时间去看书，因为他已经养成了爱学

习的好习惯。

有人说，暑假是用来休闲的，但也

有人说，暑假不是用来休息的，而是用

来反超的。你认同哪一个说法呢？

为什么有的孩子学习很好，有的孩

子却成绩平平？成绩好的孩子并不是

因为他们比别的同学聪明多少，而是他

们把假期和一些零碎的休息时间都利

用了起来。平时在校上课时，同样的老

师、相同的时间，完成相同的作业，孩子

的成绩不会相差太多。但是，假期里就

不同了，有些孩子在家长的管教和自我

约束下，会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在假

期实现成长和跨越。

有句俗话说：“锯响就会有（锯）

末。”这句话的意思是木匠拉大锯时，只

要不停地拉，就会有进度。没有时间保

证，任何事情也是很难做好的。因此，

家长应该一边督促孩子学习；一边告诉

他们：“孩子，爸爸妈妈知道你学习很

累，但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吃苦的过程，

只有坚持下去，将来你才能过上自己想

要的生活。”

爱孩子，是父母的本能，但教育孩

子，是父母的责任。爱有千万种，方式各

有不同，你会选择顺着孩子的性子来，他

想怎么玩，就由着他怎么玩，还是和孩子

一起制订好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表，陪

着他一起坚持下去？逼孩子一把吧，告

诉他：孩子，你越努力才越幸运！

告诉孩子，你越努力才越幸运
■ 李付春

家教 有约

陪孩子走过青春期——

好花应季开好花应季开青春自精彩青春自精彩
■ 实习记者 梁童童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青春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是一个充满憧憬和希望的时期。这个时期，孩子

无论是身体还是性格都处于快速的生长变化之中，容易产生敏感、叛逆、冲动、自卑等情绪。如何与处在青

春期的孩子进行有效沟通，是很多父母颇为头疼的事。日前，本报联合成都市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濯锦讲

堂·家庭教育云课堂”邀请到全国优秀教师、四川省教书育人名师叶玲，分享针对青春期孩子的教育经验。

家长感言家长感言家长感言
有段话曾刷爆朋友

圈，大致是这样的：“每个

孩子都是一朵花，只是花

期不同而已。有的花开在

春天，也有的花开在别的

季节。当人家的花在春天

开时，你别急，也许你家的

花在夏天开；如果到了秋

天你家的花还没开，也不

要急，没准你的花是腊梅，

到冬天才会开；如果你的

花到冬天还没开，你也不

要生气，没准你家的花就

是一棵铁树，铁树不开

花，开花必惊艳四方，炫

丽无比。”孩子成长中的

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家长

和孩子默默地耕耘与付

出，作为家长，在孩子成

长的每一个关键驿站，我

们都应该在，等到她们有

了足够的视野、足够强大

的力量，我们再转身默默

地祝福和想念。

青春期的孩子，是一

个矛盾的个体。他们渴望

了解关于身体的知识，但

又羞涩面对自己身体的变

化；他们如饥似渴地通过

各种手段摄取信息，但是

书籍、电视、尤其是网络上

得到的信息鱼龙混杂，而

孩子们缺乏鉴别和判断能

力，更容易误入歧途。作

为家长，我们应该加强孩

子的性别教育，引导孩子

正确面对自身的变化，以

积极的态度去对应青春期

孩子的问题，不逃避、不

误导。

与孩子一起成长已经

成为当今家长的一大课

题。在很多方面，比如，你

的青春期与孩子的青春

期、你的人生哲学与孩子

的三观养成、你和孩子对

于网络的认知等等，似乎

关联诸多，却又各自不

同。家长不断更新自我认

知，不断学习和跟上孩子

成长的节奏，及时与孩子

讨论沟通，正向影响，形成

良性互动，很重要。

青春期孩子是矛盾
的统一体

青春期，特指青少年身体、心理发

育加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女孩的青春

期一般开始于 10.5岁，12岁时达到最

高峰；男孩的青春期一般开始于 13
岁，16岁时达到高峰。处于青春期的

孩子，受身心两方面快速变化的影响，

在性格上往往会表现出某些既矛盾又

统一的特征。

这个时期的孩子对身体发育既感

到羞涩，同时又有好奇、大胆的特征。

叶玲认为，对青春期孩子的性教育应

该采取直接跟他们讲道理的方式，跟

孩子说清楚。“生理知识我们应该懂，

但是没有必要随时挂在嘴上。人是社

会性的动物，理应是文明的，我们应该

管理好自己动物性的情绪和需求。”叶

玲说。

叶玲表示，青春期的孩子还时常

处于无人理解的闭锁状态，同时他们

又有渴望被理解。处于青春期的孩

子，许多都有与家长沟通不畅的问

题，一方面对于家长的靠近表现出拒

绝，甚至是敌对的状态，但另一方

面，他们又渴望沟通、交流，渴望被

理解，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跟同学甚至

网友聊天。

青春期的孩子还存在进取心强和

自制力弱的矛盾。叶玲说，青春期的

孩子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理性和明辨是

非的能力，但是，他们的自制力尚处于

较弱的状态。因为他们的情绪控制与

激素分泌是有关系的，孩子们不能控

制自己的激素，所以，会出现失控的状

态是可以也应该被理解的。作为家

长，应该学会理解他们，并给予他们适

当的引导和督促。

在拥有宽广的信息视野的同时，

青春期孩子的鉴别力与判断力又相对

不足。叶玲认为，现在处于青春期的

孩子，已经是网络的“原住民”，拥

有许多获取信息的渠道。然而，信

息、知识、能力、智慧不是一回事。

无论是孩子自主从网上获取的信息、

言论，还是成年人之间有意无意的议

论，都可能会影响到孩子对信息的鉴

别和判断。叶玲建议，家长应该给孩

子“打预防针”，告诉他们描述与事

实真相之间的关系。成年人之间的谈

话被孩子听到之后，同样也要给孩子

讲清楚事情的原委，以防止孩子片面

地提取信息。

另外，青春期的孩子有对独立的

渴求以及对情感、物质等的依赖。这

个时期的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尤为微

妙，他们一方面希望父母不要“管”自

己，给自己一个独立的生活和心理空

间，另一方面又希望生活上处处得到

照顾，情感上处处得到呵护。叶玲建

议，家长们要教会孩子将心比心，既要

跟他们讲道理，又要让他们感受到爱

和安全感。家长可以告诉孩子：“爸爸

妈妈、爷爷奶奶这么爱你，你是不是也

应该以某种方式回报他们的爱呢？”

有效对话，教育要
触及灵魂

针对青春期孩子的这些特点，叶

玲给家长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家是一个特定的场域，相较

于讲道理，更应该讲感情。比如，孩子

做错了一件小事，但考虑到孩子最近

在其他方面有些不顺利、情绪不佳，那

么，家长就可以包容、迁就孩子一下，

等他恢复到一个相对好的状态，再跟

他讲道理。放下家长的架子，忘掉自

己的社会身份及处世惯性，才能和孩

子实现有效的对话。

其次，对青春期的孩子，家长要勤

于沟通、善于共情、积极反思。家长是

成年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孩子知道

应该如何去做，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家

长才是那个什么都应该明白的人，“但

是实际上，我们自己也在成长。所谓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这是古

人对自己的反思。家长自己也会犯

错，为什么不能多体谅体谅孩子呢？”

叶玲说。

第三，真正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

育，真正发生意义的教育是触及灵魂

的教育。教育并不只是通过言语发

生，家长说得再多，如果没有触及孩子

的心灵，那么，不仅没有用，还可能适

得其反。家长应该把说话的权利和机

会多给孩子一点，当和孩子沟通不畅

时，也要学会按下暂停键，运用亲密接

触的非语言力量，让孩子体会到温暖

和爱。在准备和孩子谈话前，家长最

好能提前备课：谈什么、在哪里谈、哪

些人参与……最好话题集中，避免东

拉西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叶玲提醒

家长，孩子不喜欢的不是谈话，而是那

些没有营养的谈话。

第四，青春期正是孩子三观逐步

形成的时期，应强调正面引导教育。

家长要有意识地、适当地向孩子传输

“正能量”，让孩子活成“朝阳”，既有自

身的温暖，又能去温暖他人。

引导孩子正确认识
性别差异

除了是“矛盾的统一体”，处于青

春期的孩子还有另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他们会展现出对性别差异的超常

关注。相关研究显示，孩子表现出来

的对性别的关注，通常在五到八年级

时达到最高。而青春期也是人的三观

形成的关键时期，家庭氛围的影响，父

母对子女性别能力的定位、预期，都会

影响孩子对自身的评价和预期。

社会认知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

色存在一定的区别，女性的表达功能

更强，男性的工具功能更强。叶玲认

为，家长根据性别对孩子进行一定程

度上的区别对待是可以的，也是有必

要的。但是，这种区别对待应该适度，

否则会使孩子形成固化的、刻板的性

别角色认知，从而限制了自身发展的

可能性。父母应引导孩子对生理性别

及性别的社会角色形成客观、全面的

认识。

叶玲认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正确的三观应该是每个人的人生底

色。所谓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只有三观正，人才会追求真善

美，确立有价值的人生目标，形成有底

蕴的人格。然而，两性之间确实存在

着差别，这就需要家长根据孩子的特

点进行适当的引导。

传统观念中，女性是依附者的角

色，而现代社会，女性从男性的附庸

解放出来，成为了独立的性别角色，

但仍然有一些家长认为，只要女孩长

得好、嫁得好，就是女孩的“好

命”。叶玲认为，女孩要成长为一位

独立的女性，就要拥有稳定的学业、

高雅的趣味，还要树立正确的审美

观。美，首位是健康。研究表明，体

育运动对女性，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

女性提升自信有明显的帮助。有规律

的、一定强度的体育锻炼有助于女孩

形成强健的体魄，增强身体对外界的

感知力，并获得诸如果断性之类的气

质，而这是有利于提升女性的自信和

自尊的。除此之外，家长也要教导女

孩审美的多元化。“美有不同的样

子，只要健康、自然、大方、得体，

就是美丽的。而仅仅是达到这一层

面，就需要长期地去修炼良好的习

惯。“美丽的容颜光鲜一时却难以持

久，而风神之美、人格之美才能放射

出真正的永恒的光辉。”叶玲说。

而对于男孩，叶玲认为，家长要重

点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培养现代社会

的君子。青春期的男孩对性尤为好

奇，而这个时期正是引导他们正确认

识性的最佳时期。“家庭氛围很重要，

尤其是父亲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会

对男孩对自身的预期产生很大的影

响。”良好的氛围、适时的引导，能够涵

养孩子自爱、爱人的能力，有助于孩子

形成健全的人格，为他将来成长为一

个为家庭负责任的男人打下坚实的基

础。而传统观念中的男性角色是强势

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压抑自己柔弱的

一面，这也是对男性自身的压迫。父

母应引导男孩正确看待“男儿有泪不

轻弹”等观念，教导他们正确看待自己

的情绪。出现了问题，一方面要勇于

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但也要学会沟

通，乐于并善于沟通，这样才能真正妥

当地解决问题。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