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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看到或听到好方法很激

动，用在自己孩子身上却好像不管

用。这时该怎么办？

姚嗣芳：教育不是告诉，而是循

序渐进的过程。家长要和孩子一起

成长，能反思、能共同进步的家长，

才能始终和孩子“同频共振”。方法

不能奏效时，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

成长需要时间。养成好习惯需

要持之以恒，坚持的时间不够，就不

会固化成习惯。通常来说，需要坚

持 3 周左右才能固化成习惯，有些

意志薄弱一点的孩子，需要 4 周以

上也很正常。过程中，家长是否持

续跟进，是否在孩子遇到困难时及

时鼓励，是成败关键。

身教大于言传。不仅是教孩子

怎么做，还要做给孩子看。比如，教

孩子遵守规则，家长就不能闯红灯；

教孩子养成不要拖拉的习惯，家长

也要管理好时间。

家庭成员观念是否一致。身教

不仅是父亲或者母亲的事，而是家

庭所有成员，包括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教育孩子的观念、身教的示范都

要保持一致。

家长是否有反思意识。比如，

孩子把小朋友的东西拿回来，不要

急于上纲上线，而要反思是孩子分

不清界限，以为喜欢的东西就可以

带回家；还是平时喜欢的小物品从

来没满足过，导致他通过这种方式

寻求满足。

一千个家庭，有一千种孩子，普

适的方法如何适应个性化的孩子？

姚嗣芳：还是那句话，和孩子一

起成长，不断发现孩子的个性、特

点，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教育理

念是共通的，但是教育方法却因孩

子的个性而不同。

比如，我们倡导多表扬孩子，

多用鼓励性的语言，多看到孩子的

闪光点。面对不同个性的孩子，具

体实施时各有侧重。对非常内向的

孩子，需要用夸大的、持续性的表

扬；如果孩子本来就很张扬，甚至

高度自负，则要讲究尺度；如果孩

子长得又高又帅，不要只关注外

表，而要多表扬他努力的态度、好

的习惯。

不同的孩子要采用不同的教育

方式，有的孩子要适当严格，有的孩

子要多鼓励，因材施教，才能收到良

好的教育效果。

家长如何通过学习，和孩子一

起成长？

姚嗣芳：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

陪伴孩子更好地成长。如果家长不

学习，不了解孩子内心，一厢情愿地

采用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待孩子

成长中的问题，孩子小时候迫于压

力会服从，到了青春期“把你看白

了”，什么都不跟你沟通。老师们经

常接到高年级家长的求助，“老师，

你多管管，孩子不听我的，只听老师

的。”老师也很无奈，老师再怎么管

也只能管几年，父母要管的是一辈

子。家长一定要树立自己的威信，

不是通过打骂，而是真正走进孩子

的内心，和孩子成为朋友。

怎么了解孩子？单篇文章不能

解决问题，公众号不能包治百病，家

长需要进行系统性的学习，了解每

个年龄阶段孩子的心理特点和需

求。

向孩子学习。站在孩子的立

场，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用童心去

思考问题。想想我们小时候，也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孩

子从来不犯错误，不知道他活得多

压抑。

家长经常横向跟老师、其他家

长交流。了解孩子每个阶段的心理

特点和发展需求，调整自己的教育

方式。

还有一个妙招，学会使用“分解

动作”。对于复杂一点的任务，不要

用成年人的节奏去要求孩子，而是

用儿童能理解的语言，把任务分解

成几个步骤，让孩子容易理解，容易

模仿。

最近，《智慧家长》 丛书首次

发布，您是小学学段的专家组成

员，您认为这套书如何帮助家长教

育孩子？

姚嗣芳：《智慧家长》丛书由成

都市锦江区教育局组织 132名成都

市锦江教育系统的专家、一线教育

工作者历时三年编写而成，共 12

本，归纳总结出幼儿园、小学、初中

和高中四个学段共计 143个带有共

性的家庭教育问题。

编写丛书时，花了大量时间做

调研。一方面，按照家长关注度高

的、各学段最棘手的话题，从高到

底排列；另一方面，将劳动、体

育、心理健康等对孩子全面发展重

要，而家长容易忽略的话题补充进

去。参编教师有着丰富的班主任工

作经历，并且都是跟孩子沟通的

“高手”。

因为是面向广大家长，表述时

通俗易懂，按照“提出问题—解析根

源—方法指导”的顺序展开，将解决

问题的方法拆解为家长和孩子的互

动或者小活动，相当于是一个一个

的“分解动作”，也充分体现了家庭

教育不是告诉，而是和孩子一起成

长的理念。

家庭教育中要坚持一些什么理

念，让理念和方法1+1＞2？

姚嗣芳：建议家长不要将目标

窄化为分数，要培养完整的人。北

师大教授褚宏启说，要把孩子当成

未来“女婿”“儿媳妇”来培养，就是

这个意思。孩子的成长一定是多方

面的，他要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热爱

生活、有学习能力、能发挥个人特质

和特长的人。

一方面，要培养身心健康、自食

其力，不给社会、父母添麻烦的人。

近年来，学生轻生事件低龄化值得

警惕，学习成了孩子成就感的唯一

来源，学习一旦出了问题孩子就受

不了。如果家长关注的是孩子各方

面的成长，孩子就不会因为某方面

遇到挫折，就失去全部信心；另一方

面，鼓励孩子迎接挑战，做最好的自

己。家庭教育的意义在于挖掘并发

挥孩子的潜质。每个孩子都有各自

的优势和特点，有的擅长语文，有的

擅长数学，有的擅长编程，鼓励他朝

着优势方向发展。这个过程一定不

会是一帆风顺，孩子该面对的困难，

要让他面对，该吃的苦、该受的累，

要让他承受。家长就是背后那个温

暖的港湾和坚强的后盾，鼓励孩子

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走到他能到

达的远方。

同学习同学习、、共成长共成长
做孩子的做孩子的““知心知心人人””

——专访四川省特级教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姚嗣芳

学习如何育儿正在势不可挡地成为家长的必修课，各中小学举办家长学校，开设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指导课
程；网络上，热门育儿文章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更不用说，越来越多的家长购买家庭教育课程、书籍，期望让自
己的教育方式更科学。

然而，家长仍有这样的困惑：学了很多“家教经”，有的灵，有的不灵，学到“一招半式”，面对孩子教育仍然力不
从心。家长如何利用课程、讲座、书籍等家庭教育资源，有效提高自己的育儿水平？近日，记者对四川省特级教
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成都师范附属小学教师姚嗣芳进行了专访。

■ 记者 胡敏

小学低段学生发
展特点

一般心理品质 （1）注

意力以无意注意为主，逐步

向有意注意转化。集中注

意力的时间通常只能持续

15～20 分钟。（2）记忆力正

处于发展时期。以机械记

忆为主。（3）思维以具体形

象思维为主，开始由具体形

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

渡。（4）逐步学习并获得社

会角色的重要时期。孩子

能为自己是一名小学生而

感到自豪，同时，对自己的

评价更多依赖于他人。

社会交往品质 喜欢和

同伴一起玩耍，可以自主

选择伙伴，懂得基本的交

往礼仪，有合作意识。随

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儿童

对于交往中的摩擦有了自

己的看法。

学习品质 小学低段孩

子喜欢有趣的学习活动，在

家长和老师的指导下，能

够逐步形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但学习的主动性以及

注意力的稳定性仍有待提

升。

小学中段学生发
展特点

这一阶段是小学生心

理、思维发展和学习习惯养

成的关键期，也是孩子学习

能力出现第一次分化的时

期。

一般心理品质 （1）自

我意识迅速发展。小学中

段是孩子自我意识不断发

展，形成自信心的关键期。

孩子对事物有了自己的看

法，从听从他人的评价逐渐

变为发现自身的价值，建立

自信。（2）注意力提升。注

意力能达到 20～30 分钟，

能胜任更为复杂的学习任

务 。（3） 记 忆 目 的 性 增

强。由反复背诵记忆向理

解记忆过渡。（4） 抽象逻

辑思维发展。小学中段是

小学阶段思维发展的关键

期。逻辑和抽象思维能力

发展，为学习能力的提升

提供了条件。孩子在不同

学科中的思维表现会有差

距。

社会交往品质 小学中

段的孩子能够初步分辨是

非，能够对同伴的学习情况

作出粗略的评价。孩子开

始根据兴趣、性格等特点自

主选择伙伴，但在交往过程

中容易出现以自我为中心

的现象。

学习品质 小学中段孩

子的自控能力仍然有限，因

此需要家长和教师帮助他

们在一二年级的基础上巩

固良好的学习习惯。四年

级以后，除非进行特殊的训

练，孩子的学习习惯将很难

改变；孩子的学习主动性增

强，开始具有自觉克服困难

的意志。

小学高段学生发
展特点

一般心理品质 （1）自

我意识强烈。开始经历身

体的巨大变化，一些孩子将

步入青春期。自我意识和

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2）
易受干扰。小学高段的孩

子有意注意逐渐占主导地

位。孩子专注的时间也能

持续 25—35 分钟。但注意

力易受外界干扰。（3）情绪

易冲动。身体激素的变化

导致孩子的精力十分旺盛，

心理发展相对滞后，孩子处

于矛盾和变化的状态之中，

情绪反应较大。（4）思维与

表达能力提升。如能解答

更复杂的数学应用题；更加

热爱思考，思考问题更有深

度；喜欢尝试自己解决问

题；想象力丰富。

社会交往品质 小学高
段的孩子的交往从大群体
向小团体发展。孩子根据
自身的兴趣爱好、行为表现
或个性特征选择朋友，并建
立比较稳固的伙伴关系，彼
此间分享观点和秘密。异
性交往成了小学高段的孩
子经常讨论的话题。

学习品质 小学高段的

孩子自觉主动的学习习惯

逐渐养成，能按时完成老师

布置的学习任务，课堂上自

律意识增强。自我发展成

为孩子思考和行动的主题，

孩子愿意为自我更好的发

展付出努力。

（根据《智慧家长》丛书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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