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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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
戒尺热销，爱学习的

家长也难免“翻车”

成都市锦江区的一位学生

家长杨雯最近非常苦恼。女儿

小英刚上一年级，就打了同

桌。刚开始以为是模仿有暴力

倾向的另一个同学，听女儿讲

了事情经过，她才突然意识到：

是自己陪写作业的方式出了问

题。

同桌写作业的时候粗心大

意，好半天做不出来。小英就

急得拍了同桌一下，同桌是个

男孩，以为小英要打他，立马还

了手，小英反手就给了同桌一

耳光。杨雯反思自己，在小英

平时做作业半天做不出来，或

者讲好几遍都不会时，她也非

常着急，有时会通过罚站、打手

心等方式，让孩子反省。一年

级的作业并不多，但卡在某个

背诵或者某个计算题上，对于

杨雯来说就是“恐怖瞬间”。

杨雯平时特别爱学习家庭

教育的理论，还曾参加过专门

的家庭教育学习班，和各种育

儿专家也常有交流，但到了自

己孩子身上，还是难免有忍不

住的时候。她反思自己的焦虑

来源，可能与“水涨船高”的社

会标准有关。老师总在班级群

里分享写得好的作业，造成一

种感觉：平均水平线就是这么

高。孩子如果作业不够努力，

就会在学习上掉队。

陪孩子写作业，家长各有

各的烦恼。家长李霖下班晚，

有时又要出差，家里只有老人

带孩子，一会儿要上传QQ、一

会儿要录制视频，这些“高科

技”作业老人根本没法处理，只

好送孩子到托管机构写作业，

但因为没有陪孩子写作业，李

霖对孩子的学习情况也就了解

得不多。家长汪伟的烦恼则是

孩子写作业拖拉，知道“越催

越慢”，只好买幅静心字画，提

醒自己等待孩子慢慢改变。

戒尺戒尺 oror 静心字画静心字画，，谁才是陪写作业神谁才是陪写作业神器器？？
——一场关于“家长如何理性陪娃写作业”的讨论

近日，淘宝发布了《冷静育儿报告》：开学近一个月，50万
“90后”搜索了戒尺，其中16万人下了单，另一个热销产品是静
心字画。许多家长不忍心打孩子，于是转而向内寻求和解。记
者打开一家热销店铺里戒尺的评论，有家长表示，“戒尺质量太
差，才用几次就坏了”，不知道他家娃还好吗？有家长表示，“不
打孩子，戒尺就放在一旁，孩子写作业就乖多了。”戒尺或者静
心字画，真的是陪孩子写作业的神器吗？怎样陪写作业才能真
正有益于孩子学习能力提高？记者邀请了几位家长、国家心理
咨询师和学校老师进行讨论，他们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出发，贴
心地给家长们送上锦囊妙计。

■ 记者 胡敏

恐惧情绪下做作业对孩子身
心不利

同乐心理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国家心

理咨询师林晓舒认为，我们不提倡打孩

子，但实在没忍住打了孩子的家长也不必

过度自责，孩子是否会有心理阴影，与家

长是否及时道歉和修复关系有关，也和家

长人格是否成熟和稳定有关。

孩子被打，心中会产生紧张、害怕等

情绪，对生活没有掌控感。如果因为写

作业而被打成了一种常态，孩子对学习

的掌控感会更低，这也不利于孩子身心

的健康发展。

具体到小英的情况，林晓舒认为，这

反映出来孩子被打后内心的脆弱和没有

边界感。当同桌题不会做时，触发了孩子

内心自己题不会做时脆弱的一面。同桌

做题本来不关她的事，反映出她没有边界

感。这也提醒家长，在陪孩子写作业时，

多尊重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家长陪写作业屡屡上热搜，每个家

长在陪写作业时或多或少感受过情绪失

控。林晓舒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原生

家庭和社会环境。我们的父母可能对我

们期望太高，导致我们把对自己的期望

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出现写作业慢、

粗心等情况，触发了我们心中没被接纳

的那部分脆弱。另一方面，社会大环境

中对学习的焦虑，家长不知道如何看待，

只能被焦虑裹挟。林晓舒推荐家长去看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特聘高级咨

询师陈默的一篇文章《你所不知的，当今

孩子的五大心理真相》。“为什么现在孩

子动不动就容易出现心理疾病，就是因

为父母还在按传统方式养育孩子，没有

顺应现在孩子的需求。”林晓舒说。

态度问题，可能真是能力问题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万科分校学生

家长易梅记得，儿子一年级时的作业

就经常是模范作业。但是易梅说，这

主要是因为儿子入学前上了衔接班，

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儿子上衔接班

时，易梅经常坐在儿子身边和儿子一

起做笔记，观察老师讲题的思维，儿

子要是有不懂的地方，她就按老师讲

题的思维给儿子讲。“为什么讲几遍孩

子还是不懂，有可能是家长不会讲。”

易梅说，老师的讲解更符合孩子的年

龄特点，即便是现在儿子上五年级

了，她给儿子讲题儿子听不懂的时

候，她也经常请教老师。

杨丽小学名师工作室成员、成都高

新新源学校语文老师谭琳今年教一年

级，刚好女儿也读一年级，她深有体

会：“幼儿园到小学，对于孩子来说是

能力的巨大飞跃，每一天都在爬坡上

坎。”家长要给孩子充分的适应时间。

她的女儿没有上过衔接班，但平时在绘

本中认得了许多字，她也和孩子玩过许

多口算游戏，语文、数学，女儿学起来

很轻松。但是英语完全没有接触过，女

儿学起来就很吃力，“前一个月女儿经

常哭，虽然她从来没挨骂，但就是自尊

心受不了。”谭琳说。

“一年级的学习内容在家长看来简

单，但对孩子来说是有难度的。而且有

时家长认为的粗心，是孩子大脑发育的

过程，并不是孩子粗心。”谭琳举了一个

例子：许多孩子将拼音写错，“si”写成“i”
加一个反写的“s”，其实这是7—9岁的孩

子常会出现的镜像书写，跟孩子是否努

力没有关系。

心理咨询师林晓舒

先解决情绪问题，再解决学习问题

家长陪写作业，最好在情绪平和的

情况下，引导孩子关注学习问题本身。

家长的情绪会传染给孩子，孩子会感到

沮丧、委屈、害怕，可能还会有逆反心理，

这些情绪和心理状态都不利于专注能力

的培养。

当家长有强烈的情绪需要发泄或者

压抑的时候，可以暂停一下，到一旁冷静

冷静。和孩子换位思考，“我在工作中、

生活中，因为事情没做好，被别人指责时

是什么心情”，孩子被打骂时就是这样的

心情。

林晓舒认为，家长疏解情绪的方法
有很多，但根源在于：理解孩子，看见真
实的孩子，和孩子共同想解决的办法，而
不是按一个理想的模子给孩子提要求。
这样才能用更平和的心态看待孩子的学
习。

五年级学生家长易梅

重视坐姿，保护孩子视力

到了五年级，许多学生都成了“小眼
镜”，易梅觉得这与一年级时没有重视坐

姿有关。她建议一年级家长特别要注意

以下几方面：

1.注意纠正孩子坐姿。可以巧用一

些护眼工具。当时易梅给儿子买了一个

小青蛙，垫在儿子下巴上，保证了孩子眼

睛和书本的距离。

2.适当规定作业时间，如果孩子很

认真，超出一点时间也没关系。

3.语文重视生字的积累、数学重视

计算。这些基础低年级不能欠账，到了

高年级差距就会显现出来。

4.陪孩子写作业千万不能看手机。

一二年级建议每天陪，三四年级时家长

可以到另外的房间，留一道缝，逐步给孩

子独立空间，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建议

家长玩手机，陪孩子写作业时，家长看

书、看报，甚至看时尚杂志都行。

语文老师谭琳

让孩子获得学习的成就感

谭琳发现一个现象：第一天家庭作

业做得好，第二天孩子的学习活跃度一

定高。建议家长及时发现孩子的长处，

在某些作业上多花一些精力，让孩子第

二天能接受表扬。如果老师一直没表扬

到你的孩子，可以跟老师沟通，头一天在

某方面多下功夫，老师第二天及时表扬。

一年级陪写作业是家长培养孩子学
习兴趣、学习习惯的契机。谭琳建议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

1.孩子学习了一天会疲惫，回家不

要立即写作业，先让孩子洗手、吃水

果、喝水、上厕所，调整一下再开始写

作业。

2.桌子上不要摆太多东西，易分心；

也不要把所有作业摆在桌上，易有心理

压力。写完一科作业再拿下一科出来。

3.如果孩子作业写得快，千万不要

给孩子增加额外的作业。这样会让一些

孩子故意放慢作业速度，这在成绩中上

的孩子身上特别容易出现。

4.和孩子开正式的家庭会议，有专

门的主持人、记录人，每个人都发言。营

造平等对话、畅所欲言的氛围，制订包括

爸爸妈妈在内的一周改进计划，完成好

可以有小奖励。

5.教孩子养成整理物品的习惯，孩

子东西太乱，找东西无形中会消耗很多

时间。

6.家长，尤其爷爷奶奶，在孩子写作

业时，千万不要打扰孩子。中途不要端

水果来，不要玩手机，保护孩子的专注

力。

7.一年级的孩子说话、写字、算术都

比较慢，可以在书桌上放一个小闹钟，让

孩子清楚每种作业要花多长时间。

8.亲子阅读、背诵、口头交流的作

业，可以换个地点来做。比如，一边散步

一边做，这样还可以放松身心，锻炼身

体。

9.陪伴孩子写作业时，家长要观察

孩子的精神状态。孩子情绪比较低落、

学习兴致不高时，及时寻找原因，必要时

请班主任帮忙。

10.和孩子交朋友，不写作业时家长

也要多陪伴孩子做一些孩子喜欢的事

情，多和孩子谈心。

11.发现孩子薄弱的学科，对薄弱学

科可以适当增加要求，帮孩子补一补。

比如，女儿的英语基础稍差，每周老师要

求读一个绘本，我们会读两个绘本。

12.对于幼小衔接，适当接触读或者

说没问题，不建议提前学写字。小学对

书写的要求非常高，笔画笔顺、田字格中

摆放的位置都有要求，如果跟学校的要

求不一致，改起来非常困难。

【分析】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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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喜欢的就是好班主任
在巴中市恩阳区柳林初级中学学

生家长王晓蓉看来，班主任老师教什么

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老师说的话，学

生肯听。她的女儿小春（化名）是体育

老师张新磊带的第一届学生，今年顺利

升入了巴中市的一所职高。

初二时，小春一度非常叛逆，妈妈说

什么都听不进去，但她并不排斥跟张老

师交流。张新磊也注意到这一点，有意

识地和小春多交流，缓和她与家人的关

系，小春在学业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张

老师跟娃娃耍得好。”王晓蓉说，“初三有

重新选班的机会，小春担心被调走，主动

给张老师打电话，一定要留在他的班上，

还‘威胁’我说，要不然就不上学了。”

同校“叛逆少女”小婷（化名）的班主

任是体育老师熊春梅。上半年，急性子

的小婷与好朋友一言不合，直接在班上打

了起来。熊春梅把她们带到办公室，三言

两语又劝好了。“熊老师特别细心，娃娃

的情况经常给我们家长反馈，很负责。”

小婷的妈妈何大燕这样评价熊春梅。

何大燕平时在离家300公里的成都

上班，陪伴孩子的机会比较少，熊春梅会

定期把小婷的情况发信息告诉她。与王

晓蓉的看法相似，何大燕也认为，老师只

要对孩子负责，就是一个合格的班主

任。“小婷本来不喜欢锻炼的，有了熊老

师督促，她现在身体都好了很多。”

体育老师是一个加分项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学生家长刘玲，

她的孩子胡杨今年刚刚升入初三。与

大多数家长不同，当她得知胡杨被分到

体育老师王闳的班上时，她格外开心。

王闳2015年开始当班主任，虽然只

带过一届学生，但在七中万达已经是小

有名气。“我早就听说王闳老师阳光开

朗，素质、修养也很好，我们好多家长都

是他的‘粉丝’。”

在刘玲眼中，王闳体育老师的身份

是一个加分项。年轻、有活力，思维方

式灵活，很容易与孩子们打成一片，赢

得他们的尊重与信任。对于青春期的

孩子来说，愿意跟老师交流是十分难得

的，这意味着孩子心灵是敞开的，老师

能够走进去，也能带孩子走出来。

从胡杨口中听到一些班上的事，让

刘玲觉得王闳有扎实的心理学知识。

孩子们信任他，他也把班级管理得有动

有静，上课有上课的安静，下课有下课

的闹腾。不止如此，最可贵的是王闳能

够发现每个孩子的特点，用适合的方式

来发挥他的长处。

有一次，刘玲去学校，发现一位女

同学正在帮老师整理课件。在与王闳

的交谈中，刘玲得知，这个女孩性格偏

安静，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

对电脑操作颇为精通。于是，王闳就安

排她整理课件，意在用她的长处体现其

在集体中的价值，赢得同学们的认可。

尊重学生的个性，并发掘其中的优

势，能做到这点的老师，在刘玲看来就

是优秀的班主任。

家长观念应与时俱进
刚听说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的时候，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学生家长

王璐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班主任

这么重要，体育老师当得好吗？”

一次班级聚餐彻底改变了她的看

法。三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师

生、家长一起吃自助餐，班主任王尉走进

来，一个同学喊了一声：“王老师！”结果，

所有同学都欢呼起来：“王老师来了！王

老师来了！”王璐内心很受触动，“感觉王

老师走进了孩子们心里，是见到多敬佩、

尊重、敬仰的人才会那样地欢呼。”

“学科只是一个专业而已，而班主

任是一个岗位。”王璐认为，评价一个班

主任好或者不好，不是看他教哪一个学

科，而是看他的管理水平、责任心是否

足够，他的个人魅力是否足够，是否能

成为凝聚班级的灵魂人物。王尉老师

特别重视家校沟通，不定期跟家长反馈

孩子的情况，根据孩子的不足，和家长

沟通，共同帮助孩子提高。

王璐认为，体育学科也应更加重

视。电子科大附小的培养目标是“身体

好，情商高，学习能力强”，把身体好放在

首位。国家连续出台加强和改进美育工

作的意见，中考体育的分值将会逐步提

高，已经有地方达到了100分。“随着时代

的进步，家长的观念也应该改变，不管教

哪个学科，只要有相应的个人素养都能

当好班主任。”王璐说。

家长说（上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