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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双减双减””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徐莉认为，无论“减不减、加不

加”，有四个需求是孩子始终需要被

关注的。

第一，安全感。除了人身安全，

孩子心理上的安全感，父母很容易忽

略。在平时的交谈中可以发现，有的

孩子在父母那里永远不是最“对”最

“好”的那一个，他们活在父母有意识

或无意识的指责或否定之中。所以，

有的孩子做任何事，只对结果执著，

他看不到自己努力的部分、成长的部

分，只看到“我不行”的部分和“别人

比我行”的部分。

父母可以自问，孩子和我在一起

是轻松、愉快，有安全感的吗？老师

可以自问，学生在我面前是平和自然

的吗？对我的尊重是基于压力吗？

紧张亢奋吗？

第二，真实性的参与。这是建

立在安全感基础上的，没有安全

感，孩子会把自己“绷起来”去讨

好家长或老师，他的情绪会处于焦

虑或恐惧的状态，时间一长，就

“绷不住”了，甚至有一天，他会站

起来挑衅或直接对抗。

第三，适度的挑战。虽然不要过

度紧张，但完全的放松和放纵也不是

人的真实需求。“我们真正想要的，还

是在完成挑战之后获得的成就感，这

是构成学习动力的一部分。”因此，徐

莉认为，“双减”并不意味去掉挑战

性。适度的挑战，一步步地建立起知

识体系、语言能力、思辨能力，稳扎稳

打，一步一个脚印，培养孩子成为终

身学习者。

第四，适当的主导权。0—10岁

的孩子需要大人的意见为他做参

考，甚至直接跟着大人做决定。但

是，这个过程中也需要为他们留出

适度的主导权。当他对某个事情有

判断的时候，可以问他，“为什么选

这个呢？”父母老师的提问，会促进

他思考，会试图理解自己的选择会

带来什么后果，这个后果又意味着

什么。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培养孩

子独立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保持一

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弹性的过

程。

“双减”之下
孩子的哪些需求不能“减”？

■ 记者 梁童童

“双减”政策出台后的第一个新学期，我们将迎来更多的可能

性，也会面对更多的挑战，不少家长因此感到不适应和焦虑，有一

种“无所适从”的感觉。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双减”？又需要关

注孩子的什么需求，如何帮助孩子调整心态，尽快适应新的学校

生活呢？

为此，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教师、首届荆楚教育名家、楚天卓

越教师徐莉在近期媒体推出的系列“开学公开课”上，分享了自己

对“双减”的认识，以及新时期父母需要关注到孩子的哪些需求。

Q：一二年级放学后没作业了，做

什么？

户外活动。每天四个小时的自然

光，有助于防控近视。自由玩耍时碰

上了别的小朋友，锻炼社交技能。如

果面临一定的学业困难，可以用这个

时间，征求小朋友的意见，用一种他能

接受的方式去补。

家务。不是为了劳动教育，而是

为了真实生活，有益于发展他与家人

的社交和情感。

阅读。以开心为主，兴趣为主，可

以交流，但不一定要写读后感。

聊天。在语言当中发展思维，讲

一讲自己的事和心情，既有梳理思维

和语言的作用，也能理解别人，理解自

己。

Q：孩子对父母的辅导有依赖性，

怎样独立？

首先，不要让孩子意识到你希望

他独立，这会给他很大的压力。先做

观察分析，他在学习到什么时候没有

注意力了？能够独立做多长时间？如

果每次都是 10 分钟、20 分钟，那么就

在那之前过去问问他，做到哪了，要不

要帮忙？给到一个提前支持，说不定

就度过了。

父母可以成为孩子的支持者，帮

他分担一些事情，不只是监督他要这

样那样。疲劳一旦产生，注意力很难

被控制住，这也是我们需要劳逸结合

的原因。

如果作业要求是独立完成，但有

的孩子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弄，家长不

需要生气，可以先教一部分，让他再模

仿；有的孩子会做，但不想动，每个人

从被要求到自律，需要的时间不一样，

需要我们的支持和陪伴。

所以，他是不会，还是不行？先观

察，拆解问题，再挨个解决。

Q：自尊心强的孩子，害怕失败，

害怕尝试，怎么鼓励让他更强大？

不需要鼓励，让他做自己想做的

事就好了，哪怕是重复，重复的事情可

以让人有掌控感。有家长可能觉得重

复做事情是浪费时间，比如叠星星，千

纸鹤，叠一百个。但每个千纸鹤都是

不一样的，有细微的差别，也许在纸鹤

中，也许是他叠的时候的状态。

有一定自控的生活意味着不勉

强，重复地做事情，意味着控制感和安

全感，也能发展孩子的专注力。

问 答 时 间问 答 时 间
“双减”是哪两“减”？义务教育

阶段，减少作业负担，重点在“负担”；

减学科类的校外培训，取消周末和节

假日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校外培

训。

“双减”是国家意志，不以个人的

意愿为转移。有家长和老师却觉得

心虚、可怕，不知道怎么办了，就会考

虑到这样一个“终极问题”上来：为什

么要教育改革？

首先，家长和老师们可以自问，

对改革之前孩子受教育的状态满意

吗？在这一点上，徐莉认为大家是可

以达成共识的：不满意。长期以来，

许多教师、家长都在抱怨，受教育、教

育孩子并不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这

说明改革是有动力的。那么，当改变

真正降临，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多的纠

结和恐惧？

孩子的学习负担减少，尤其是一

二年级的孩子，没有了书面作业，而

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每天带着孩子

去户外活动，反而让人很焦虑；孩子

也有点茫然，说自己也慌，不知道该

怎么办。

“其实我们纠结、恐惧的不是

‘要不要改’，而是改革会对我们每

个家庭、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不知道、不确定。”徐莉认为，

“双减”力度大、速度快，孩子的学

习负担少了，但是获得好的发展的

机会还没有出现，新的挑战也确实

存在，因此，家长们焦虑是很正常

的。“家长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接受自己的焦虑情绪，毕竟我们还

处在变革的起点。”

接受焦虑情绪之后，又如何应

对？徐莉认为，厘清以下几个概念，

能够帮助家长和老师调整心态。

“适量”的作业怎么把握？不是

所有的作业都是负担，那些看起来是

重复性的，比如抄写三五遍生字的作

业，同样不是负担。对于习得生字来

说，这种重复是有意义的，能够巩固

和熟练化的。

有研究表明，一二年级孩子的作

业量和他的学科成绩，没有直接相关

性。但对于三年级的孩子来说，适

量、类型丰富的书面作业能够促进掌

握知识。因此，三年级以上的小朋友

做作业是有必要的，但“适量”怎么把

握？当作业量增大到一个程度，影响

到孩子的兴趣和热情，这时，作业对

孩子学业的影响就变成负面的了，反

而会破坏他的学习兴趣，让学习效果

变差。所以三年级以上的作业量，也

需要控制在一定的区间里。

作业量成不成为负担，应由谁来

判断？有时，父母认为的和孩子自身

感受的并不完全一样。有的父母觉

得孩子好像很累，孩子的回答是“我

觉得还好”；有的孩子说很累，家长却

说“你不累，我上班才累！”这两种都

是感受的错位。

学习对学习者来说是不是有用、

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听到孩子真实的

感受，不能用大人的标准去度量。“但

我们也不能把决定权完全地交给孩

子，因为他们的认知也可能会有偏

差。”徐莉强调，作为陪伴孩子成长的

父母和老师，在倾听孩子意见的同

时，也需要观察他的身体、情绪状态，

帮助他下判断。特别是到了中高年

级，学习压力大，孩子很想取得好成

绩，但他的身体、情绪状态反映出来，

这个孩子的状态并不好，这个时候，

老师家长需要帮助他去调整。

因此，负担是否过重，不应用绝

对的时间标准来衡量，而是回到孩子

自身感受，回到家长和老师的用心观

察上来。

目标制定、评价的方式是否合

适？孩子感觉负担过重了，很可能来

自家长、老师甚至自己制定的不合理

的目标。比如，一定要考哪所学校、

一定要考多少分等。孩子的学业会

有波动，与他的状态、题目的难度等

多种因素有关。徐莉认为，把目标定

在一个可以稍微“跳一跳”就摸到的

位置，同时对最低的水平也要有预

设，这样，才能有一个平稳的心态去

接受波动。

另外，评价孩子的方式也很重

要。考试是一种，但不是唯一的一种，

除了考试之外，还有哪些评价指标是

需要注意的？徐莉提到了三个方面。

首先是 10 岁以前的孩子，身体

协调性的发展是黄金时期，对手的控

制、手眼的协调掌控等，是一生的发

展基础，这是在 0—10岁需要被关注

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调整

起来也是最及时，效果最好的。

其次是情感和情绪。低幼阶段

的情感互动，开心、不开心，调控情绪

的模式、能力，家长和老师需要去关

注，这会影响到孩子今后性格，而这

个阶段孩子的细微情感需求比较容

易被忽略。

最后是社交能力。这不是“大了

自然就懂了”的事，跟小朋友玩、与老

师的互动，甚至与父母的交流，是否

愿意信任父母，与父母商量等，是可

以通过有意识的练习去培养。

学科的课外培训，究竟是在做什

么？徐莉分享了自己孩子校外补习

的经历，她总结出校外培训起到两个

作用。

一是超前学习。初二学高一的

知识，高二学到能高考的水平，但这

种超前学习，对于相当一部分孩子来

说是极其不适的。因为高中的知识

对于初中的孩子来说既多且杂，有些

孩子甚至在超前学了之后，在学校学

第二遍也无法完全掌握。校外培训

的第二个作用就是补习，那些在学校

掌握不了的知识，去机构里学第二遍

或第三遍。

对于超前学习的孩子来说，能学

会并不等于适合。0—10岁小朋友发

展的重点是均衡，身体感官的、社会性

的，这个时候加大马力开发大脑，那么

身体其他功能的发育发展就被抑制

了。有这方面天赋的孩子非常稀少，

适不适合家长一眼就能看出来。

绝大多数孩子是不适合超前学

习的。在这方面得到了，失去的其他

东西，过了这个生长阶段就补不回来

了。“人体不像机器一样，哪个零件缺

了、坏了，换一个就是了，而是混合

的、整体的。”徐莉说，对于那些在培

训班里“刷次数”“就不信没有学不

会的知识”的孩子来说，如果这种次

数多到消磨了兴趣和成就感，那么就

跟超量的作业一样，会起反效果。

调整心态，离不开对“负担”“目标”“校外培训”的清醒认识

我们对“双减”的焦虑，来源于对改革后果的不确定感

安全感、真实性、适度的挑战和主导权，是孩子始终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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