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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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之间

“张老师好，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您

发现班里有学生的家长经常打孩子，一言不

合就上手，您会怎么做？怎么改变家长打孩

子的观念呢？谢谢张老师。”这位网友提到

的情况，绝非个别。作为老师，我经常听到

家长对老师说一句话：“老师，某某某不听

话，尽管给我打。”你看，有多少家长信奉“不

打不成才”的真理。

为什么有的家长喜欢打孩子？一是深

感教育无力，似乎除了打，找不到其他更好

的办法；二是信奉打就能解决问题。“棍棒底

下出孝子，黄荆条下出好人”，这是老祖宗留

下的传统。

如果说教育孩子靠打就能凑效，那么，

我们每天只需要把孩子打几顿，不就成人成

才了？我想，稍有判断力的成年人都不会相

信仅仅靠“打”就能让孩子拥有好成绩，好习

惯吧。

回到这位网友的问题：如果发现班里有

学生的家长经常打孩子，一言不合就上手，

教师可以怎么做？回想起2012年我到城区

学校支教，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生源构成极

其复杂。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时不时“战

火”纷飞，硝烟弥漫，搞得我这个班主任疲于

奔命，简直就是一个“消防队长”。

那是一节语文课，最后一排，一个高个

子女生到黑板上做题后回座位途中，被男生

阿涛伸脚绊倒在地。我当即通知女生家长

把孩子带去医院检查，孩子右手腕受伤，连

用筷子都难。下午，我通知双方家长到办公

室，协调医药费的事。阿涛家长走进办公

室，看见孩子，顿时满脸怒气，咬牙切齿地

说：“我真想给你两耳光，只知道惹事。”孩子

吓得瞪大眼睛，直往后退。如果不是在办公

室，阿涛肯定挨了皮肉之苦。我急忙上前，

拦着家长说：“不着急，不着急，坐下歇歇，先

喝点水。”片刻之后，我让两个学生把事情的

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孰是孰非，清清楚楚。

我对阿涛的家长这样说：“我很理解您

现在的心情。我们分析一下打孩子好还是

不好？其一，您把孩子暴打一顿，难道他把

同学绊倒受伤的事就没有发生吗？其二，说

不定您一巴掌下去打伤了孩子，花更多的

钱，不是更惨吗。钱花了不说，还影响心情，

损失了健康，不值啊。其三，打孩子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看出我们成人不能控制自己的

情绪，间接地也在教孩子用拳头解决问题，

而不是冷静下来理智地处理问题，孩子将来

容易吃亏。其四，家长的做人处事态度会潜

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特别是父亲，在孩子成

长中有很强的导向性。我们要教会孩子学

会承担责任，敢于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

才会让他有所收敛，长大了才有担当，有责

任心。”

阿涛的家长脸色渐渐缓和下来。我继

续道：“每个人，特别是孩子都是在错误中成

长起来的。吃一堑，长一智，孩子认识到了

错误就行了。本来我想让您和阿涛陪着受

伤的同学一起去检查，看看他的顽皮给同学

带去了多少伤害，给他人的生活带去了多大

的不便。当然，您可以利用周末或假期让孩

子跟着您去工作现场，体验一下挣钱的不容

易，还可以减少他的零花钱作为惩罚。”

阿涛的家长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给

老师添麻烦了，感谢老师的教育。”最后乐意

地掏了医药费。

至此，我们不难明白，怎样让家长改变

打孩子的观念？无非四点：一是与家长一起

分析“打”有可能造成的不好后果；二是帮家

长剖析孩子犯错的根源在哪里；三是找一找

目前可以采取哪些补救措施，减小错误造成

的后果；四是为家长指明一条比“打”更能帮

助孩子改错或者少犯错的有效路径。

当然，我们还可以利用家长会、家校群

分享教育孩子的案例，及时引导家长改变教

育观念，提升自己的素养，了解并掌

握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与技巧，做

到因人而育，相机而动，切勿将“黄

荆棍下出好人”奉为教条，把孩子乱

打一通，一打了之，否则会得不偿

失。

拥有 30 多年班主任教育经验

的于洁，对如何和家长高效沟通、如

何系好家校协作这条纽带有自己的

独特方法。她指出，家校协作的目

标是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了解是一

切过程的良好开端。于洁对家长们

提问，你真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吗？

“00后”的孩子，是一个从小接触互

联网，在广为流行的网络文化影响

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群体，他们开

放、自信，是国际化的代名词。但与

之相对的，有些“00后”孩子因为家

庭亲子关系紧张，常感到“精神孤

独”。于洁提到，部分家长是典型的

“中国式”家长，他们对孩子的爱是

内敛含蓄的。但处于成长阶段的孩

子，需要家长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即使是一句夸赞、一个微笑或拥抱，

都能让他们得到肯定。而教师也应

当如此，家与校应当是没有隔阂的，

老师和家长都应该互相理解并尊重

对方，这样才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

的最佳效果。

在家校协作过程中，家长和教

师应当承担起两端支点的重任，让

这条纽带健康、有序地工作。于洁

对教师们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

学会理解和心疼学生。教师，应当

如园丁一样，对幼苗悉心呵护，让

他们茁壮成长。她以自身的教学经

验为例，比如，她会给未带伞的学

生准备雨衣，给没吃早饭的学生准

备早餐，给冬日骑车回家的学生准

备手套……在父母照顾不到的地

方，她就像一棵大树，为孩子们遮

风挡雨。在孩子们的学习上，她是

认真负责的于老师；而在学习之

余，她则是孩子们的“大朋友”。

她会在网络上跟学生用表情包交

流，在学校里跟学生分享每日一

记，以写日记的方式跟孩子们聊

天。这学期开学以来，受疫情影

响，她无法跟学生见面，但她并未

停下与学生沟通的脚步，而是转而

写起书信。于洁以自身实践说明，

理解和沟通是走进孩子内心最好的

桥梁。

在科技与网络日益发达的当

下，家长与教师的关系也在悄然拉

近。一个微信家长群，足以让教师

与几十位家长同时交谈。因此，于

洁对教师提出了第二个要求：要学

会尊重家长。正如每个孩子是单独

的个体一样，家长也是千差万别，他

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环境，教

育孩子的方法也截然不同。而作为

教师，应该对所有家长一视同仁，主

动跟他们交流沟通。于洁提到，她

多次给家长写邀请函，邀请他们来

参加家长会，以此表达对他们的尊

重和重视。此外，她还会邀请家长

和学生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以此促

进亲子关系。

两两
会会

很多时候，优点和缺点其实是

可以互换的。这个世上没有十全十

美的人，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有

时候看起来是缺点的事，经过智慧

地点醒，往往能把缺点变成优点，在

不同的场景里，缺点也可能变成优

点。例如，一个说话声音大的人在

清静的地方着实吵人，但在嘈杂的

地方或是需要找人的时候，就能很

好地发挥作用。

传统教育观念中，家长总爱把

目光盯在孩子的缺点上，把力气花

在改掉孩子的缺点上。以为只要改

掉了缺点，就只剩下优点了。其实，

这种观念对自己和孩子都没有帮

助。如果老是盯住孩子的缺点，就

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压力。指出缺

点，强调缺点，进而纠正缺点，可缺

点纠正过来了吗？事实上效果并不

好。这会让孩子意识到他是多么

差，他的自我价值感会下降，会产生

强烈的自卑感。孩子在强烈的自卑

感控制下，就会表现得畏缩，胆小，

没有自信，他的积极性不能被激发，

他的生命能量不能释放出来。因此

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孩子的优点上，

从缺点中寻找到优点，再进行缺点

的变迁。

孩子胆小怕人，其父亲带孩子

去询问专家寻求解决办法，专家说：

“胆小不是缺点，是优点。你孩子不

过是非常谨慎罢了，而谨慎的人总

是很可靠，很少出乱子。”于是孩子

问道：“那勇敢难道是缺点？”专家

说：“勇敢也不是缺点。勇敢是一种

优点，而谨慎是另一种优点。”听完

专家解释之后，孩子不再为自己胆

小而忧虑，慢慢地把缺点变成了优

点。

有的孩子爱标新立异，从另一

面来看，这是有创新意识的表现；有

的孩子爱管闲事，换个角度来看，这

是热心肠；有的孩子爱顶嘴，改变方

式来看，这是思维敏捷，有主见，

有思想；有的孩子做事磨蹭，可

能是认真细致。所以，只要引

导得好，缺点就能转变为优

点。

同事家孩子从小马虎、粗糙，不

细心，显出一副对什么都无所谓的

样子，读小学时，简直就是马大哈。

同事说那时一直把孩子这些不好的

习性当作一种缺点。而随着年龄的

增长，现在，粗枝大叶的毛病改了许

多，对周围事物也渐渐关心起来

了。而保留下来的宽容、豁达却让

他十分得益，做事从不与人斤斤计

较。孩子在大学里脱颖而出，虽然

他年龄最小，却能在班级选举中以

全票当选班长。

是啊，我们做

家长的要会善于

发现和处理孩子

的缺点，鼓励或帮助孩子把缺点转

变为特长，再把特长稳固下来，就成

了优点。把优点发挥好了，成功的

几率就高了。处理缺点要多方面着

手：第一，把缺点一分为二，掰开来

看，从缺点里找到积极的一面。第

二，把缺点转化为优点，要去发现闪

光点。

做父母的平时要用心去留意，

优点可能就暴露在平时孩子的日常

生活中，也可能就潜藏在某个细微

的环节里，只是你没有留意到。当

父母的观念和思维发生了转变，换

种眼光去看待，孩子的优点自然会

显现。

把孩子的“缺点”当成优点
■ 桂孝树

教育孩子
不能一打了之

■ 张道明

今年全国两

会召开以来，有关

教育话题的讨论

十分热烈。尤其

是 去 年 “ 双 减 ”

政 策 的 落 地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 庭 教 育 促 进

法》 的颁布，家

庭 教 育 备 受 关

注，也成为今年

两会上很多代表

委员关注的议题。

怎样给孩子

更 好 的 家 庭 教

育？如何为孩子

的学习成长提供

支持？家校之间

怎 样 更 好 地 协

作？本报特别推

出“两会看教育”

栏目，聚焦两会期

间有关家庭教育

的热点话题，助力

家长们破解家庭

教育难题，陪伴孩

子幸福成长。本

期，我们一起来看

看全国模范教师、

江苏省昆山市葛

江中学教师于洁

在《中国教育报》

“两会夜谈·双减

说”直播间为家长

们解读“‘双减’之

下，怎样做好家校

协作”。

““双减双减””之下之下
系好家校协作的纽带系好家校协作的纽带

■ 实习生 徐琳

全国两会上，“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效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双减”政策下，如何满足学生课后服务需求？如何

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如何做好家校协作？于洁为教师和家长提供了解决办法和破解思路。

家庭作为教育的第二阵地，家

长的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而这也正是不少家长苦恼的

地方。于洁从教师和母亲的双重身

份出发，给家长们真诚地提出了 5

点建议。

首先，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放在

第一位。现代家庭教育往往忽略了

孩子的心理健康，而这可能会酿成

不可挽回的悲剧。于洁注意到了这

一点，她反对命令式要求，呼吁家长

们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注意跟孩子

表达和沟通时的语气，同时这也是

良好沟通的前提。于洁以自己为

例，当她跟儿子吵架后，她会以写信

的方式向儿子道歉，并和他握手言

和。

其次，家长应以身作则。言传

身教，身行一例，胜似千言。对于孩

子来说，榜样是最好的教育。因此，

家长应该严于律己，在家里树立一

个良好的榜样形象。于洁建议，每

位家长每天至少陪伴孩子阅读 10

分钟，营造良好的书香氛围。

第三，尊重并理解老师。家长

要正确看待老师对孩子的批评，相

信教师的专业性，配合老师的教育

工作，共同促进家校协作。

第四，接受孩子可能是一个

“普通人”。诚然，每一位家长都有

一个望子成龙的心愿。但家长们不

应该给自己的孩子套上“天才”的

枷锁，让他们像折翼的小鸟，困在

重重压力下，难以自由飞翔。“我

从来不对我的孩子有过多的要求，

我 还 跟 他 讲 ‘ 大 器 晚 成 ’ 的 道

理。”于洁说。

最后，读书不是孩子唯一的事

情。当今社会，出现了许多“唯分数

论”的声音。于洁却认为，教育更重

要的目的是让孩子们学会技能，知

晓道理。教育家张伯岑曾说：“作为

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知识，

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

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于洁坚信，做

一位心态平和的家长，注重孩子教

育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往往能够收

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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