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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为解决家庭教育及青少年成长的各类问题，家教周刊联合成都春泥夏花教育开设心理专栏，为各位家长提供专业的心理

分析与方法指导。

一位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妈妈问

我：“孩子课外书读得不少，每个星期

至少二三本。这些书，大多数都是我

与他共读的，可他的语文成绩就是提

不上去，特别是阅读理解和作文都很

一般，这是为什么呢？”我问她：“你们

是怎么共读的？”她说：“一般是我先

读，然后再把书推荐给孩子读。孩子

读后，我再让他说说书中写了什么。”

亲子共读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家庭

教育方式，其意义是多方面的，既能营

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也能提升家长自

身的素养，当然，更能提高孩子的阅读

能力。然而从现实来看，有些亲子共

读的效果并不理想。

怎样提高亲子共读的效率呢？

亲子共读，选择什么样的读物，也

就是读什么非常重要。家长要根据孩

子的年龄特点精心选择读物。孩子年

龄不同，识字量、兴趣和理解能力都不

一样，选择的读物应该有差异。家长

如果对这方面了解不是很清楚，可以

问问老师，也可以上网查询，千万不要

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兴趣爱好，随

便给孩子推荐读物。

家长还需要思考怎么共读的问

题。这个问题比读什么要难得多。家

长先读，再推荐给孩子读，可以；孩子

先读，家长跟着读，也可以。关键是读

后干什么？家长要明白，一般成人的

阅读与中小学生的阅读是有很大区别

的。一般的成人阅读，只要求明白书

中写了什么就行，而学生阅读，还应该

明白这样几点：这篇文章在内容上好

在哪里？在写法上好在哪里？在语言

上好在哪里？概括地说，这篇文章的

个性和特色是什么？只有知晓好在哪

里，才能学有所得。文章的个性和特

色，正是孩子要学习的地方。如果读

过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说不出它的

“好”来，这差不多等于白读。有些亲

子共读效果不佳，原因往往就在这

里。所以，家长自己对阅读文章的理

解与亲子共读效果是密切相关的。试

想：假如家长自己对阅读材料也是一

知半解，怎么能发挥引导的作用？

亲子共读中，还有一点家长要特

别注意，即要引导孩子思考所读的文

章或者书籍有没有破绽的问题，就是

要尽量读出疑问来。不是所有的文章

都完美无缺，许多文章和书籍或多或

少存在着一些问题。共同阅读时，家

长要引导孩子独立思考，敢于疑问。

质疑是提高阅读能力的最佳方法。凡

是会质疑的人，其阅读能力一定不会

差。比如，杭州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

马思齐就曾在作文中指出，吴承恩撰

写的《西游记》有个“知识漏洞”，就是

遍布于西域各国的菜名竟然绝大多数

是“中餐”，而且主要还都是吴承恩老

家的江淮美食，其中米饭、蘑菇、香蕈、

木耳、豆腐、面筋、芋头、萝卜几乎是师

徒四人每顿必点的菜品。从大唐到西

域，遥隔万里，菜品怎么能像孙悟空的

筋斗云一样随意驰骋呢？对此，马思

齐甚是不解，提出“我真想穿越到明

朝，去劝说吴承恩，让他多请教有这类

专业知识的人”。同样是阅读《西游

记》，为什么马思齐能抓住“漏洞”，发

现问题？ 因为他在独立判断，敢于

“无疑处有疑”。马思齐爱读书又不唯

书的精神，着实值得我们喝彩。

另外，家长还要想想精读与粗读的

比例。亲子共读，不能只顾数量和速

度，要有广度，也要有深度。有的书可

以粗读，用快速浏览的方式阅读即可，

有的书则需要精读，需要一遍遍地反复

琢磨推敲。有媒体曾报道过一个六年

级的小学生，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只

花了 20分钟，现场写出一首《江城子·
忆哆唻咪》作为班级毕业纪念册的题

词：“有缘同聚六年窗，不思量，自难

忘。郁郁校园，写意一世长。未能抛得

回忆处，红瓦房，绿茵场。/流年素笺惜

过往，书声朗，笑靥望。盈盈欢语，韶光

谱华章。日久愿有再会时，且相离，莫

相忘。”老师和同学赞叹不已。作者说，

从三年级开始，自己读了十遍《红楼

梦》。看来，这书中的营养被吸收进去

了许多。这样的阅读方法值得我们借

鉴，也提醒家长们，亲子共读，既要有海

的量，也要有钻井似的深。

阅读为孩子打开了创
作的一扇窗

今年上半年居家学习期间，成

都市锦西外国语实验小学的老师给

孩子们布置了专题阅读任务，希望

孩子们在家也能通过阅读获取知

识。在这个过程中，杨雯雅浏览了

很多新冠肺炎病毒方面的资料。由

于无法出门玩耍，杨雯雅的妹妹便

经常追着杨雯雅询问病毒的一些事

情，一天，妹妹睡觉起来告诉杨雯

雅自己做了一个有关病毒的梦，这

让杨雯雅突然有了创作一本小说的

灵感。

创作这样一本充满想象力的小

说对小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情，由于孩子打字较慢，几度想要

放弃。后来，杨雯雅和妈妈一起想了

个办法，通过微信语音转换文字，再

通过不断修改情节、绘制封面与人

物。历经一个月的时间，小说终于慢

慢成形了。

当杨雯雅把这个故事的初稿拿

给班主任朱文乐看的时候，朱文乐觉

得这正是鼓励孩子创作的好机会，于

是，她便专程带着两本优质童书和历

届学生创作的书来到杨雯雅家里，指

导孩子继续完善整个故事，并鼓励孩

子将书籍装帧成真正书的样子，这让

杨雯雅对自己这个小小的作品有了

信心。

都说创作来源于生活和日常积

累，这句话在杨雯雅看来很有道

理，因为这本小说的内容中有她

通过阅读获取的一些资料，有她

和妹妹相处的影子。《贝贝露奇遇

记》 以一个爱吃手的 5 岁小女孩贝

贝露为主人公，讲述她闯入病毒

王国，经历了一系列危险，成功

获得变身果和魔戒，让病毒国王

撤退的故事。书中的贝贝露的原

型就是杨雯雅 4 岁的妹妹贝贝淇，

魔戒是她曾经出去游玩的时候买

过的礼物……这一切都促成了这

本书的成形。

杨雯雅认为，阅读和写作是自

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即便有

时候学习很累，但是只要阅读了书

籍，就能够瞬间发现生活的美好和

有趣。

想让孩子爱上阅读，氛
围和引导不能忽视

在锦西外国语实验小学，阅读主

题是贯穿教学始终的，除了引导亲子

共读，布置家庭阅读任务，学校还会

定期举办读书节、周末阅读小组、班

级特色阅读活动，同时还举全校语文

老师之力，为锦西的孩子们量身定制

了一套晨读读本——《锦西晨读》，让

孩子们每天都能用悦耳的声音开启

美好的一天，让美妙的文字滋养孩子

的一生。

有一次，朱文乐带着全班孩子共

读金波的散文，杨雯雅的妈妈谢欢便

和孩子一起寻找好词好句，谢欢鼓励

孩子与自己各仿写一两段，比拼谁的

文字更优美。“我常常会故意输给她，

她很喜欢这种成就感，我觉得这也是

一种鼓励孩子热爱阅读和写作的方

式。”谢欢说。

孩子为什么会喜欢上阅读，谢欢

表示，孩子没上幼儿园以前，奶奶喜

欢给她阅读儿歌、古诗。后来谢欢有

意识地带孩子去逛书店，慢慢还养成

了每天睡前给孩子讲故事的习惯。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读绘本读了近十

本，孩子都还不愿意睡觉，我嗓子都

要哑了。”谢欢笑道。

阅读不仅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加

和谐，也让孩子逐渐发生了改变。

朱文乐说：“疫情期间，每次我布置

的阅读任务，杨雯雅总是完成最积

极的那一个，虽然孩子的性格比较

内敛，但是从平时的学习和生活

中，我们看得出孩子变得越来越自

信了。”

一次学校组织的旧书售卖活动

中，杨雯雅看上了两本书，正好李海

容路过，便把这两本书买来送给了孩

子。杨雯雅回家后兴高采烈地告诉

妈妈：“这个是校长也喜欢的书，我也

很喜欢，我们都喜欢看同样的书。”孩

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中闪烁的光

芒，谢欢至今还记得。

翻开杨雯雅的阅读记录本，上面

写着几行字：“阅读，可以静心，可以

陶冶情操；阅读记录则可以磨炼思

维，阅读交流还可以撞击出思维的火

花，多阅读、多记录、多交流，才能让

人变得更加聪明。”

阅读让孩子更加自信，也更加充

满人文气质。李海容告诉记者：“我

们希望锦西的孩子们能够通过六年

的阅读和积累，每天一点点细水长

流，持续获得滋养，只有这样，孩子们

才能逐渐拥有民族文化的自信、气质

与精神烙印。”

情绪管理有方法
小玲（化名）是一位9岁的小女

孩，父母反馈小玲容易乱发脾气，

一发脾气就摔东西，甚至打人、骂

人。父母尝试了各种方法让小玲

改正乱发脾气的毛病，讲道理、吼

叫镇压、一摔东西就打她、哄说“没

事了”……但都无果。

很多孩子跟小玲一样，容易控

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尤其是愤怒的

情绪，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让

父母也很头疼。事实上，孩子控制

不住自己的情绪，易怒、冲动、乱发

脾气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孩子

平时情绪较为压抑，比如自卑、敏

感、缺乏安全感，这会导致负面情

绪积压在孩子心里，集中爆发，就

像火山喷发一样，无法控制；有可

能是孩子表达情绪和需求的方式

不合理；也有可能是受到家庭环境

的影响，比如爸爸妈妈会当着孩子

的面吵架甚至动手，孩子通过模仿

学到了类似的表达方式。

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如何帮

助孩子管理自己的情绪呢？有

ABCD四个步骤可以尝试：

A.预警情绪（Alert Attention）
教会孩子觉察自己的情绪。比如，

愤怒要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可能跳

得很快，脸会红，会握紧拳头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快要生气的信号。

同时，在认知上，教会孩子去认识

这些情绪，比如这是愤怒、这是开

心、这是害怕、这是遗憾……这样，

下一次当情绪来临的时候，孩子会

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哪一

个情绪正在跟自己相处。这有助

于孩子更加了解自己和看见自己

的情绪。当情绪被看见，孩子也就

更容易安定下来。

B.平静（Be Calm）当我们发现

情绪快要来到，即将爆发时，我们

可以让孩子尝试用一些方法让自

己平静下来。比如，深呼吸，觉察

到自己要发脾气的时候，先进行 3
个深呼吸，然后再对情绪做反应。

吹羽毛、吹气球、抱抱柔软的毛绒

玩具等也是很好的方法。家长可

以尝试以上的方法，给孩子一些情

绪的缓冲的空间，而非立即爆发出

来。

C. 改 善 情 绪 ，转 移 注 意

力（Change your situation）当孩子

生气或情绪高涨时，如果我们尝试

去跟孩子讲道理，或者是用吼叫等

方式压制孩子的情绪，一般都是没

有作用的。因为此时孩子的注意

力完全被情绪所占据，没有空间去

消化道理。就像杯子里装满了水

的时候，我们再往这个杯子里加

水，水其实在不断地往外溢，我们

想让孩子吸收的部分孩子根本吸

收不到，教育的效果微乎其微。因

此，此时我们可以尝试先转移孩子

的注意力，然后用共情的方法让孩

子感觉被理解，被保护，最终愿意

分享心情。比如，先用玩具吸引孩

子的注意力，让孩子从愤怒或其他

的情绪中暂时脱离出来，这时我们

再反馈孩子的情绪，如“刚刚你好

像很生气”，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

理解并看到了他的心情。当孩子

感觉到被理解之后，会更容易平复

下来，也为后面讨论解决方案打下

了基础。

D. 讨 论 解 决 方 法 ，做 决

定（Discuss,Make a decision）孩子可

能用的是摔东西或其他对周围人

有影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或其他负面的情绪。在我们已经

教了孩子ABC三个步骤的情况下，

可以尝试与孩子讨论，教会孩子用

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比如，说出来、画画、写日记、捏压

力球等等。

亲子共读，
到底该怎么读？

■ 朱华贤

谈
心小

春 老 师

■ 王琦 记者 胡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杨雯雅杨雯雅
阅读和写作让生活变得有趣阅读和写作让生活变得有趣

今年教师节，成都市锦西外国语实验小学副校长李海容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这份礼物是学校五年

级学生杨雯雅自己创作的小说——《贝贝露奇遇记》。

这是一本特别的小说，自制的封面、插图和装帧，精美又不失孩童的趣味。收到礼物，李海容非常欣慰，

她与孩子的语文老师朱文乐交流说：“这孩子了不起！看来学校这些年坚持的阅读教育有价值。”

朱文乐也表示：“这让我非常惊讶，虽然这本书现在看起来还很稚嫩，但里面包含了一颗孩子的童心，值

得我们用心去鼓励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