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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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智型家长
懂得理解、信任和沟通
现场，杨霖出示了一个“等腰三角

形”，孩子在最上面，家长和老师分别

是三角形的左右两个顶点，家长和老

师的距离越近，孩子就被托举得越

高。这形象地说明了家校关系对孩子

成长的影响。家庭和学校是教育合伙

人的关系，“最好的家校关系是家长支

持学校，学校支持老师，老师支持孩

子。”杨霖说。

家长如何支持学校，支持老师？

杨霖传授了三条秘诀：理解、信任和沟

通。什么叫理解学校和老师？理解是

一种态度。爸爸妈妈对学校的态度，

就是孩子对学校的态度。孩子从父母

的言语中得到了允许，他就敢往前迈

一步；孩子从父母的行为中看到了不

满，他也会有不满的情绪。家长如何

理解老师呢？一方面是理解老师工作

的辛苦，如果老师没有及时回复家长

的问题，请家长多一些耐心。另一方

面是带着理解的眼光看待老师的付

出。所有的理解和尊重其实都有爱的

回流，家长理解老师，老师也会把这份

理解回流给家长。为什么要信任？因

为信任才能收获阳光。

杨霖分享了一个案例，她的一个

朋友的小孩元宝在北京二小上学，朋

友两夫妻都是四川大学的博士生。有

一天，朋友突然接到孩子数学老师的

电话，数学老师说，“你的孩子今天数

学做得太糟糕了，昨天晚上怎么回

事？”大致意思就是孩子数学作业没做

好。朋友给老师解释：“对不起，老师，

我昨天晚上肯定是疏忽了。”当她把电

话放下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数学老师

可能是当着儿子的面打的电话，儿子

可能会因此恨这个老师。于是，她编

辑了一段话正准备发短信给数学老师

时，班主任老师的微信发过来了：元宝

妈妈你好，刚才我了解到数学老师给

你打了电话，其实元宝是一个特别善

良的孩子，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也很爱

学习，只是昨天晚上可能有所疏漏了，

所以希望你回去以后不要责难孩子，

其实他非常善良，非常好。朋友立马

删掉了刚刚编辑好的那段话，她心想：

我真的太幸运了，怎么会遇到这么好

的班主任。

回来的路上，元宝低着头，朋友

问：“今天是不是老师批评你了？”

“是。”元宝回答，然后低着头说：“妈

妈，我不想在这个学校上学了。”“为什

么？”朋友问。“我不喜欢李老师（数学

老师）。”元宝说。“那你想怎么样？”朋

友继续和孩子沟通。“我想早点出国。”

元宝说。这时，朋友开始引导孩子：

“你今天是不是有做错的地方？如果

到国际学校去，你做错了，老师也不管

你，你不管做什么，老师都顺着你，表

扬你，你的缺点就会一直伴随你长

大。老师发现你的问题，批评之后，你

就改正了，你觉得哪个对你好？”元宝

低头想了想，说：“妈妈，我觉得还是李

老师好。”孩子和老师的矛盾就这样化

解了。现在，元宝很喜欢数学老师，数

学也学得很好。

什么叫信任？就是当你看到老

师的好，你就会得到老师的好，当

你随时看到老师的差，所得到的也

是差。

直面家校矛盾
友善沟通，寻求解决方法

家长跟学校如何沟通？杨霖从办

学校和做儿童品格教育、家庭教育研

究中的观察出发，把家长分为三种类

型：容忍型、冲动易怒型和智慧处理

型。容忍型就是把各种对学校的负面

情绪压在心底，QQ群里聊天时集中吐

槽。冲动易怒型就是没有充分了解情

况就去质问，找校长、找主管部门投

诉。智慧处理型就是和老师沟通，寻

求问题的解决方法。

杨霖分享了一个自己的案例。她

的女儿刚上初一时，有一天中午突然

冲到妈妈办公室，抱着妈妈嚎啕大

哭，说老师诬陷了她。杨霖问怎么诬

陷的？女儿说，上课时，一个男生往

一个女生那儿传纸条，要通过几个人

才递得过去，张老师转过身来，纸条

刚好落在女儿手上。这位年轻老师很

生气，还说女儿小小年纪就开始谈恋

爱。一阵数落，女儿说“不是我”，

老师直接堵了回去：“纸条在你手

上，还在狡辩。”

杨霖给张老师打电话，说自己想去

学校见一下老师。到了学校之后，她首

先对张老师一阵夸奖：“特别不好意思，

今天跟你说个事，我女儿特别喜欢你，

她经常回来跟我说，张老师对我可好

了，我们张老师很关心我。”张老师听完

这话已经有点难受，问杨霖是不是想说

当天发生的事。杨霖给她讲述了事情

的经过，张老师意识到自己真的冤枉了

孩子。杨霖又说，她有一个不情之请，

想请老师找个机会给女儿道个歉，解释

一下。这位老师非常棒，马上说没问

题。后来，女儿晚上回家开开心心的。

“一个小女生不喜欢数学老师兼班主任

的危机”就这样化解了。

把握家庭教育的六个原则
家庭教育有个性也有共性，陪伴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要遵循什么

原则？杨霖认为——

第一，理解孩子成长的三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孩子要犯错，不犯错的

不叫孩子；第二，成长是个过程，不是

一蹴而就；第三，成长有着无限的可能

性，不要认为小学不行以后肯定不行，

每个孩子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第二，建立家庭责任清单。家长

要建立责任清单，就是孩子、妈妈、爸

爸各自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杨霖孩子

小的时候让杨霖签字，她从来都是只

签字不负责对错，她一直告诉孩子，对

错是孩子自己的事。

第三，以身作则，有样学样。你怎

么做，孩子潜移默化就会怎么做。

第四，培养孩子良好的品格和习

惯。孩子会专注地倾听吗？会有序地

收拾吗？孩子学会感恩了吗？会尊重

别人吗？有怜悯心吗？勤奋吗？节俭

吗？有一句话这样说，学校负责学

业，家庭负责品格，尤其是小学阶

段。

第五，家庭成员之间一定要达成

共识。千万不要爸爸说一套，妈妈说

一套，奶奶说一套，爷爷说一套，这样

孩子会全乱套。大家要有共同的声

音。

第六，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比如，

带孩子到高档餐厅，孩子玩漂亮的玻

璃器皿，结果家长说，别弄了，弄坏了

要赔钱。其实这件事最重要的是，这

是别人家的东西，你要去问一问别人

允不允许你玩，这才叫正确的价值

观。只会说赔钱，孩子们只会认为弄

坏了东西要赔钱，打伤了人要赔钱，而

不懂真正的品德修养。

杨霖还提醒家长，要注意不同年

龄段孩子的特点以帮助孩子适应学

习。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每个年段

的变化都会涉及到校园环境、学习引

领人、社会结构、行为习惯、学习方

式和期望水平的改变，了解它们的不

同既可以预防问题的发生，又能及时

引领孩子应对成长的困惑。小学生的

学习有四大特点：学习有任务要求和

竞争机制；孩子的男女性别差异影响

学习；学习习惯的养成很关键，很重

要；学习的任务完成会带给孩子压

力。中学生学习的特点是：学习任务

要求高，竞争机制强烈；男女性别差

异影响学科学习；同伴关系和学习成

绩双重压力；身体发育快与心智不成

熟矛盾。最后，杨霖送给家长几句

话：一年级是道坎，二年级是个坡，

三年级是座峰。抓好小学前三年，比

之后苦抓十年更有用。初中七年级是

道坎，八年级是逆反，九年级是拼

搏，每一年都很关键。家长要保持

“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心态，平和、

理性而温暖地引导孩子。

我的妈妈是园长妈妈

为唤醒更多家长的教育意识，做到知行合一，《教育导报·家教周刊》邀请高级教师、成都市蓉府阳光幼儿园园长归云特别打造“云老师教育知行录”专栏。

云老师云老师
教育知行录

“妈妈，我要你不上班，在家陪

我搭房子。”“妈妈，我要你不要当别

人的园长妈妈，就做我一个人的妈

妈。”“妈妈明天是周末吗？你可以

不 上 班 ，我 可 以 不 上 幼 儿 园

吗？”……这是采麦每天回家都会反

反复复追问我很多遍的问题，小小

的她仿佛成了“祥林嫂”，追问中充

满了太多的不安和焦虑，没有想到

一直从事幼儿园工作的我，孩子却

成为了幼儿园最难适应的娃。

我抛下那本不该有的面子，赶

紧找到老师，一起分析寻找原因，想

办法解决问题。经过沟通我们发

现，原因无外乎几点：第一，由于平

时的工作繁忙，我陪伴孩子的时间

相对较少，孩子没有从我这里得到

满满的爱，她的焦虑和渴望说明她

在寻求关注；第二，她知道妈妈在幼

儿园工作，虽然随时看得到妈妈，但

是我总是匆匆离开，小小的她就会

认为，妈妈在幼儿园只顾工作没有

时间陪她；第三，她不理解我为什么

会是那么多孩子的园长妈妈，这些

孩子在和她争抢妈妈，妈妈就应该

是她一个人的妈妈。

看到采麦的焦虑和不安，找到

这焦虑和不安背后的原因是采麦在

寻求关注和由于她自身年龄太小产

生了错误的信念。我必须放下自身

的焦虑，一起和老师携手同行来面

对问题，解决困难。

给焦虑的孩子更多的理解和爱
我知道采麦在用她的方式提醒

我，她需要更多的关注。是的，作为

老师，很多时候我们是无奈的，我们

把太多的时间给了其他的孩子，却没

有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孩子，作为园

长，我要爱的孩子就更多了。虽然有

些无奈，但我还是试着放下一切可以

放下的事务，下班后，尽量多给采麦

一些特别的时光，在那段特别的时光

里，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把自己作

为礼物送给她，把时间、精力、爱全部

给她，让她感受到我专注的陪伴。在

这里，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孩子是优

秀的观察者，却是糟糕的诠释者，他

们太会察言观色，太能感受到你的态

度，所以不要以为她年纪小就可以忽

悠她，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很认真地

对待孩子。当她不停地念叨，我想妈

妈，不想去上幼儿园时。你必须理解

她，告诉她，你也很想她，但是幼儿园

是要去上的。让她既感受到你的理

解，也感受到你的坚持，也许这就是

所谓的和善而坚定吧。

改变错误信念，接纳孩子“小步
走路”

因为年龄，采麦无法正确理解

我的工作性质。所以，小小的她产

生了错误的信念，显然讲道理对于

小小的她来说是苍白的，也是永远

正确的废话。越小的孩子，我们越

应该少说教，而需要用正面的示范，

用行为和参与来让她明白，到底什

么才是正确的。和采麦的老师们商

议后，我们决定让采麦在幼儿园里

承担更多的小任务，既转移她的注

意力，也让她感受到服务他人的快

乐，不仅可以得到他人的认可和点

赞，还能让她建立更多的自信。当

她多次服务他人以后，我告诉她：

“妈妈做的就是和她一样的事，妈妈

和她一样在帮助更多的人，她很开

心，我也很开心。”错误的行为往往

是因为错误的信念造成的，想要改

变错误的行为，不是着急纠正孩子

的行为，而是想办法改变孩子错误

的信念，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看到笑容、平静越来越多地爬

上采麦的脸庞，我知道她在用自己

的方式慢慢接受幼儿园，接受她的

妈妈是园长妈妈，明白上幼儿园的

意义，知道服务他人的快乐，这对于

她而言就是成长。这是小小的她人

生的重要一课，不管过程如何艰辛，

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得当，终会向着

明亮的方向。

家长如何支持学校，支持老师？遇到家校矛盾，家长应该怎么办？家

长教育孩子要遵循什么原则？11月27日,由四川省家庭教育研究会指

导，中共成都市双流区委政法委员会、成都市双流区监察委员会、成都市

双流区人民检察院主办的“科学教子,幸福家庭”公益讲座在双流开展。

德育专家、四川新世纪品格教育研究院学术院长杨霖作了《做理性而温暖

的家校沟通》专题讲座，为家长们介绍了家校沟通的几大原则,传授了培

养品格儿童的秘诀。

做理性而温暖的
教育“合伙人”

■ 记者 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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