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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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家有道

赏识鼓励，让孩子
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

很多家长困惑，同样一所学校，

同样一个班级，同样的老师来讲课，

为什么有的孩子学得好，有的孩子学

得差？教育部“家庭教育跟踪指导实

验研究”课题组通过对上千名学生的

调查发现，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不

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也不是因为他

们的家长学历高，而是这些孩子在小

学或初中阶段就在爸爸妈妈和老师

的引导下为自己描绘了一个美好的

未来。

作为课题负责人，孙一鸣对此感

触颇深，他发现，影响孩子成功的因

素有三点：第一，是否有远大的人生

理想和明确的奋斗目标；第二，是否

能高效率地学习与坚持不懈地努力；

第三，家庭教育是否与学校教育完美

结合。“教育孩子不仅仅是学校的事，

更重要的是家校共育、家校协同、家

校的融合。”孙一鸣说。

很多家长总是去关注孩子的学

习，却忽视了孩子学习的能力。在孙

一鸣看来，学习能力的培养与家庭教

育息息相关。如果把孩子的成长比喻

成一棵小树的成长过程，树的成长需

要营养，孩子的成长则需要教育。一

棵小树要长成参天大树，离不开三个

教育：树枝树叶吸收养分的社会教育；

树干的养分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

主体；而根部的营养则是家庭教育。

孙一鸣说，长期以来，很多家庭陷入了

教育是学校的事的误区，孩子要真正

成长，必须以家庭教育为根基，与社会

教育、学校教育完美融合，才能促成孩

子自主地去学习。

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家庭教育是

培养孩子成才的关键。孙一鸣说，要

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让孩子找到自

信也很重要。家长要走进孩子的内

心世界，在生活中多夸奖孩子，多拥

抱孩子，多给孩子微笑。

去给孩子们讲课时，孙一鸣经常

会和孩子们做一个游戏，让孩子们拿

出一张纸，左边写自己的优点，右边

写缺点。他发现，很多孩子写的缺点

比较多，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这

么多缺点，他们的回答往往是这些是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的。缺乏自信

的孩子怎么会有学习的动力？为了

帮助孩子找到自信，孙一鸣让孩子们

用“虽然……但是……”造句，“虽然”

后面跟缺点，“但是”后面跟优点。比

如，“虽然我数学不好，但是我跑步很

快。”“虽然我作文不好，但是我数学

计算很快。”……他说，要让孩子在学

习和生活中找到成就感，看到希望，

家长必须给孩子足够的赏识和鼓

励。赏识和鼓励要具体到位，避免空

洞，比如，“你真棒”不如“我很欣赏你

的勇敢、自信、负责任”等。

平等沟通，找到孩
子的兴趣点

要让孩子有学习动力是家长逼

孩子学习，还是让孩子自主学习？孙

一鸣说，家长越逼孩子学习，孩子只

会越叛逆，甚至引发亲子冲突，冲突

以后孩子就更不爱学习。

如果孩子不爱学习，家长应该先

找到问题的根源。有研究发现，孩子

不爱学习，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是师生

关系的紧张。“我不喜欢这个老师，就

不喜欢这个老师上的课，成绩就会下

降，而成绩下降以后老师就会批评

我，越是这样我越不学。”第二个因素

是亲子关系紧张。亲子之间的矛盾

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父母越让

我学，我越不学。”第三个因素则是同

学关系出现了问题。家长要知道孩

子是独立的个体，尽量不要当着同学

和老师的面指责孩子，给予孩子足够

的尊重和信任。

孙一鸣认为，父母与孩子平等沟

通是现代家风家教之本。很多家长

常常抱怨孩子大了不愿意跟家长沟

通了，却没有去深思这背后的原因。

为什么孩子不愿意跟家长沟通呢？

因为家长没有找到孩子的兴趣点。

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聊天，就是问孩子

“考了多少分”“排在多少名”，面无表

情，咄咄逼人，试问，孩子怎么会愿意

沟通呢？沟通要建立在尊重信任的

基础上，所以，家长要和孩子成为朋

友，给孩子认同、肯定、支持和帮助。

在和孩子平等沟通时，孙一鸣提

醒家长，要注意创造“听的氛围”，找

到孩子的兴趣点。他给家长们讲了

一个案例：一位妈妈抱怨，女儿上初

三了，小学和初一时成绩都不错，初

二时也还凑合，可上了初三这一两个

月一回家便把书包往房间一放，锁上

门，不让父母进，除了出来吃个饭，平

时孩子都把门锁上，变得很孤僻。妈

妈觉得这样没办法和孩子沟通，一个

周五的晚上，她发现孩子房门没锁，

便打开小缝往里一看，孩子蒙着被子

睡着了，灯还开着，戴着耳机在听偶

像的歌，妈妈很不能理解女儿崇拜偶

像这件事，又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谈这

件事，于是向孙一鸣求助。孙一鸣给

出的答案是，“控制是不能改变孩子

的，你只能适应她，然后去引导她。”

他让这位妈妈先试着去了解孩子的

偶像，等孩子回家之后，就和孩子聊

一聊她的偶像，不要谈学习。过了几

天，这位妈妈给孙一鸣打来电话，很

兴奋地说这招真灵，她去查了很多女

儿偶像的资料，发现还蛮有趣的。那

天晚上，女儿一回家，妈妈便抓住机

会跟女儿说，我今天去你小姨家，她

们聊到了你喜欢的明星，女儿一听来

劲了，跟妈妈聊了一个多小时。从那

以后，这位妈妈找到了和孩子沟通的

话题，以偶像的优点来影响孩子，后

来，这个孩子慢慢进入了学习状态，

也不再沉迷于追星。

孙一鸣说，孩子在当下对某一件

事情特别执迷，家长不需要过于担

心，先去了解孩子沉迷的原因，找到

跟孩子沟通的兴趣点，然后善意地去

引导孩子，微笑着听孩子把话说完。

值得注意的是，沟通是双向的，和孩

子交流时，家长一定不能强迫孩子。

磨炼意志，迟缓满
足孩子的需要

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意

志力，也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关键

一环。现在很多孩子抗挫折能力较

差，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家长不去培

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孩子容易遇到

问题就退缩，遇到批评就出现过激反

应，在学习上遇到挫折时也很难有迎

难而上的勇气。

在孙一鸣看来，培养孩子的意志

力，是对家长教育艺术的考验，更是

对家长毅力的考验，家长要学会迟缓

满足孩子的需要，因为对孩子的要求

满足得越快，孩子便越不知道珍惜。

在课题研究中，孙一鸣接触到很

多成绩优异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其

中一个孩子的父母训练孩子意志力

的方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

家长的方法就是迟缓满足孩子的需

要，勇敢地对孩子说“不”。

这个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

天爸爸妈妈没来得及去买水果，晚上

孩子做完作业后想吃水果，在茶几边

上转来转去，而果盘上只剩下一个橘

子。他们家有个规矩，好吃的首先是

爷爷奶奶的，其次是爸爸妈妈的，最

后才是孩子的。看孩子一直在那转

来转去，妈妈知道孩子想吃这个唯一

的橘子，妈妈灵机一动，说，这个橘子

是不是可以剥开分瓣啊。孩子一听，

很开心地把橘子剥开，一共 10瓣，他

把橘子拿到爷爷奶奶面前，爷爷毫不

客气地拿走了 3 瓣，奶奶也拿走了 3
瓣，然后爸爸拿走了2瓣，妈妈拿走了

1瓣，就给孩子剩下了1瓣橘子。看着

儿子拿着那唯一的 1瓣橘子，一点点

地吸着橘子汁，妈妈心里很难过，但

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因为要迟

缓满足孩子的需要，要让孩子知道尊

敬长辈。现在的很多家长，有好吃的

首先给孩子，孩子成了饭来张口、衣

来伸手的“小皇帝”，这样的孩子意志

力能强吗？

学习动力来自哪里？孙一鸣说，

不是考好了就有动力，考不好就没有

动力。当孩子考得不好时往往是训

练孩子意志力、抗挫折能力的最佳时

机。这时候，家长要帮助孩子找出问

题，分析问题，最后再去解决问题，这

样，孩子才能经受得起挫折。

初中教育是学生成长阶段中至关

重要的一环，初中生处在身心发育最

快速的青春期，因为没有足够的自控

能力和判断能力，容易对外界事物产

生好奇心，也容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

的影响。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大

部分家庭都会给学生配备智能手机，

让学生有了接触网络世界的渠道。网

络信息的娱乐性和丰富程度，容易让

学生沉迷其中，从而减少学习时间，影

响学习成绩。同时，由于网上信息的

不确定性，也很容易给学生的心理健

康产生不良影响。所以，班主任和家

长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机，增强判断

力，抵御网络带来的不良信息。

拉近距离，建立和谐师生关系

虽然互联网的趣味性和丰富性是

学生过度使用智能手机的主要原因，

但对于许多中学生来说，缺乏长辈的

关心、缺乏同辈之间的社交也是产生

“网瘾”的关键原因之一。如果教师和

学生之间只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不仅会使学生对教师的管理与指导方

式产生抵触，无法听从其指导，培养良

好的手机应用习惯，也不利于教师了

解学生的手机使用频率。因此，教师

需要不断缩短与学生间的距离，建立

更和睦的师生关系，使学生感受到老

师的亲切关爱，愿意接受老师的引导，

从而逐步摆脱智能手机的控制。

教师要缩短与学生的距离，最关

键的是改变观点，把学生视为平等的

对象、最需要尊敬的群体，并适当放低

姿态，这样更易于获得学生的喜爱和

认同。当学生违规使用手机时，教师

不能打骂学生，要用简单明了的道理

对学生加以劝说与教育，让学生明白

为什么不能在学习时使用手机，在保

护学生自尊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合理

安排娱乐时间，改变错误的手机使用

习惯。课余时间，教师则可以尝试跟

学生一起使用手机娱乐放松，了解学

生使用手机的主要目的，从学生的心

理需求出发，制定引导和管理策略。

加强家校沟通，形成教育合力

为了教好孩子，单靠学校和教师

的努力是不够的，特别是在手机管理

上，因为学生在家庭中使用手机的频

次更高，所以，教师和家长还需要加强

沟通和联系，形成教育合力。

对初中学生而言，教师的教育往

往将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热

情、待人方法以及管理难度等，而家庭

教育则影响着学生的生活态度，二者

是互补的关系。老师要适时地向家长

反映学生有无在学校中过量使用手

机，让家长对学生加以督促与教导，同

时，也要及时向家长传达正确的家庭

教育观念，使父母知道家庭教育的重

要意义，从而在家庭中也对学生的手

机使用习惯进行引导。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网络信息化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趋势，正确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生

活也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虽然智

能手机的普及容易降低学生的学习兴

趣，网络上的不良信息也会影响学生

的学习心态，但不可否认智能手机也

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渠道，给学生的学

习、生活和健康成长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促使学生现代价值观

的改变，如学习价值观、效率观念、全

球意识等，从而使学生能够站在新时

代的知识大潮中思考自身的学习方

式，同时，它还可以让学生进一步接触

新知识、新技能、新方式等，拓宽学生

的眼界，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

所以，教师和家长不能对学生使

用手机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而应当

正确认识到手机上网带来的利弊，从

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出发，向学生灌

输更积极的互联网观念。教师可以通

过多媒体技术的讲解让学生明白过度

依赖手机的坏处，同时以自身经历为

例，教育学生如何使用手机进行学习，

逐步矫正学生的手机使用习惯。此

外，教师和家长还要以身作则，规范自

身的行为和举止，在日常生活中减少

手机的使用频率，给学生作出良好的

榜样，使学生切身体会到正确使用手

机在学习和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家校合力，破解手机管理困局
■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 辜薇

“后疫情时代”，很多家长反映孩子变得散漫、学习动

力不足、习惯不好、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学习不主

动。……

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日前，中国家庭教育学

会家校社专委会副秘书长孙一鸣作客成都，为家长们带

来了一场题为《激发学习动力 成就卓越人生》的家庭教育

讲座。他结合上千名学生的调查情况，通过教育实例，告

诉家长，学习成绩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习结果，而是整

个学习能力系统综合作用的体现，任何一方面的学习能

力障碍都有可能造成学习成绩的不理想。要激发孩子的

学习动力，家长需要学会与孩子沟通、与学校配合。

激发学习动激发学习动力力,,多给孩子掌声和鼓励多给孩子掌声和鼓励
■ 记者 周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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