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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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学在即，孩子为何
不愿意上学？

作为老师，在开学第一天，常常

会发现这样两个现象：一个是在学校

大门口，家长来送孩子，可孩子怎么

都不愿意进校门。比如，一位我熟识

的家长来送孩子，孩子不愿意下车，

她抱下孩子，直接放到大门口，可孩

子就是不进校门。孩子新学期应该

读二年级了，我和家长递了个眼色，

我伸手领过孩子，她转身就走。没想

到，孩子“哇”一声哭着挣脱我，又跑

去拽住了奶奶的衣襟儿。

另一个则是“开学第一课”，很

难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都说良好

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开学第一

课”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学生“亲

其师”的程度。因此，我备课很充

分，讲课也是发挥得恰到好处。可

无论我在讲台上怎么发挥，下面依

旧是针落有声，总有学生不时看看

窗外，或者摆弄着手中的笔，无精打

采，仿佛人来了，却把灵魂丢在了家

里，很多孩子刚到校就在盼着放学

回家。

刚开学，孩子们总会有些不适

应，这样的“开学焦虑”其实就是来

源于暑假散漫的“后遗症”。假期松

散的节奏和各种诱惑，把学生原来

建立起的学习“动力定型”破坏了，

“自我效能感”受到影响，一些孩子

往往用拖延完成假期作业等方式来

缓解焦虑，“一听要开学就瑟瑟发

抖”也就不奇怪了。

暑期里，很多孩子被家长送去

各类兴趣班，上午学绘画、下午练书

法、晚上学舞蹈。难怪一些学生感

叹：“放假比上学还累！”因此，对这

类孩子，在开学前，家长应该让孩子

“玩”几天，发泄一下，目的是让孩子

身心真正得到休息。

还有一些孩子一放暑假，手机

就成了他们朝夕相伴的“挚友”，躺

在沙发上一玩就是两三个小时，不

愿出门。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可长

期玩手机或者电脑游戏，孩子不仅

容易患上“手机依赖症”，严重的还

会出现心理障碍，产生焦躁情绪。

因此，针对这类孩子，开学前收缴手

机，限制他们玩电脑和看电视的时

间尤其重要。家长要严格要求孩

子，每天看电视或上网时间最多不

能超过2小时。另外，选择孩子感兴

趣的户外活动，走亲访友或者短期

旅游等，都是帮助孩子调整的好办

法。

而“开学第一课”上，一些孩子

上课不专心，是患上了“生物钟紊

乱”。由于暑假过度松散，作息时间

不规律，也就造成了刚开学很多孩

子精力不集中，无法聚精会神听讲，

甚至昏昏欲睡。据往年的经验，这

种现象常常会持续一周左右。家长

不需要太多担心，开学前一周，按照

放假前的作息时间表，强化训练，孩

子紊乱的生物钟很快会调试过来。

综合施策，缓解“开学
焦虑”

轻松的假期即将结束，紧张的

学习生活又要开始，孩子们有焦虑

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开学焦

虑”，家长不要一味地埋怨孩子，也

不能只靠孩子自己克服，还需要和

孩子共同化解，避免贻误他们开学

后的正常学习生活。

如何综合施策化解孩子的“开

学焦虑”？作为家长，需要理解孩

子，包容孩子，尤其是低年级的孩

子，心智还不成熟，不能正确面对

“学习的苦”，一说学习就“鸡飞狗

跳”是普遍现象。家长需要多与孩

子交流，把孩子当朋友，而不是居高

临下，觉得孩子必须听自己的。面

对有“开学焦虑”的孩子，家长需要

多些耐心，不能做一个“唠叨的妈

妈”“废话的爸爸”，不能用逼问的口

气给孩子制造心理压力，如此只会

加剧孩子的焦虑。

作为学校，则需要给孩子的“暑

期心理过渡”一个缓冲的时间。例

如，上好“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

课”一定要是轻轻松松的，要是兴趣

盎然的，让孩子有一个适应的时间

段，尽可能帮助孩子调整好心理状

态。对于表现好的孩子要表扬，对

于表现不那么好的孩子也不能一味

责罚，甚至挖苦。语言的伤害对于

孩子来说是最大的。老师需要多给

孩子心理成长的空间，开学后的学

习强度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让孩

子感到学校是温暖的，是快乐的，用

教学方式的创新化解“劳累的课堂”

的传统模样，从而把“恐惧假期结

束”变成“思念在校的日子”。

而对于孩子而言，则需要引导

他们正确地认知学习的性质和概

念。一些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

认识不到学习是自己的事，不是“为

家长学”“为老师学”，“错误的学习

心理”导致了他们的“开学焦虑”。

因此，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认知学

习的意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孩子便能努力向上，也能远离焦

虑。

“咱们聊咱们的，让她们自己去

解决吧。”

“对，咱们不去关注她们，装作

没看到吧。”

…………

“妈妈，你看，我们又在一起玩

了，其实没什么的。”女儿边说边拉

着小朋友的手，笑着跑远了，我们这

几个妈妈相互对视了一下，也笑了。

暑假里，我也被5岁半的女儿带

到了广场上。每天晚上7点多，忙碌

一天的大人们带着娃心照不宣地聚

到了这里，先是两个小伙伴，后来三

个好朋友，再后来四五个同龄的小

朋友相继加入到这个伙伴行列中

来。

最初孩子们是开心的，可两晚

上过后，女孩子之间的“小摩擦”就

崭露头角，一会儿她不带她玩，一会

儿她又拿了她的玩具。刚开始，我

们这些大人手忙脚乱地帮忙解决矛

盾，但好景不长，过两天，又会有新

的问题出现。依据存在的问题，我

们先统一购买了玩具，做到人手一

份，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因玩具而发

生不愉快，对于一些稍微大点的玩

具做到具体分工，大家排队逐一参

与，这样的安排总算安稳了一段时

间。

这几天，小伙伴相继又多了一

些，原有的玩具无法人手一份，原有

的问题又再次出现。面对这种情

况，我们几个妈妈先是教育孩子学

会分享与合作，后来，我们干脆把问

题抛给她们自己——你准备怎么

办？你可以怎么办？几次过后，没

想到娃们竟然自己解决了问题，这

会儿还眼含热泪，转眼间，又蹦又

跳，更没想到的是，今晚，他们竟然

学会了组织集体活动。恩颂邀请大

家坐在一起自我介绍，一茗用歌声

介绍自己，若晗背起了《笠翁对韵》，

子畅的《弟子规》背得朗朗上口，一

个两岁半的娃嘴里唱着《孤勇者》，

大家边拍手拍唱，那瞬间惹得广场

周围好多人驻足、拍照，此刻，友善

之花开在了每个人的心中。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孩

子也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

的独立思想、人格会更加凸显，而有

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孩子太小，这要

管，那也要帮忙，我们就好像是棵大

树，孩子只管躲在大树下乘凉就可

以了。可孩子慢慢长大后，这棵幼

苗即使长成了参天大树，当风雨来

临的时候还是会飘摇左右，甚至会

被拦腰损伤，这时候再想加点挫折

帮助孩子成长为时已晚。这就像是

手里的沙子，抓得越紧时，沙子就会

快速地从手缝里漏下，当你再摊开

手时会发现，那么拼命想守住的沙

子已所剩无几。

所以，请学会适当放手吧，当孩

子能自己吃饭时，就不要怕他撒落一

地的食物，这是锻炼的最佳时机；当

孩子能给我们倒杯水时，不妨接受他

的关爱，这会让他找到成就感，懂得

责任担当；当孩子因挫折而哭泣时，

来个拥抱，给他时间去接受和解决

……每一次经历，都是一笔人生财

富；每一次历练，都是一种成长。

陌陌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可爱

的圆圆脸蛋，一双大大的丹凤眼忽闪忽

闪的，机灵聪明。

陌陌的父母很勤劳，因此总是很

忙。她爸爸在街头摆了个修自行车的

铺子，起早贪黑，收入不错；妈妈是

一家外贸针织服装企业的挡车工，夫

妻俩很少有时间能够坐下来陪女儿说

说话，更没有耐心回答女儿那些在他

们看来没头没脑、稀奇古怪的问题。

很多时候，夫妻俩总是把问题当球踢

给我这个邻居：“去，问隔壁大爸爸

去，他是老师！”

这可把我这个“老师”给害惨

了，有道是：一个孩子的问题十个大

人也架不住。陌陌天生好奇心特别

强，你永远弄不懂她的小脑袋里藏着

多少个问号，什么时候会冒出来。她

每天来我家的趟数一般不少于5次，往

往人还没进门，脆生生的童音先甜甜

地飘过来：“大爸爸……”一时间，家

里便只剩她山麻雀似的清音和嗒嗒的

走路声了。

说实在的，有段时间，我一听到她

的声音就紧张，就犯窘，甚至有几分

烦。倒不是不愿意做她的老师，面对陌

陌那源源不断、花样奇多的问题，我真

有些穷于应付、疲于回答了。幸好我还

有“两大法宝”可对付。一是我那比陌

陌大4岁的儿子：有时候，孩子的问题，

让孩子去解答可能比成年人更适合，更

讨巧。诸如“天上有多少星星”“爸爸为

什么是男的，妈妈为什么是女的；女的

为什么不能当爸爸，男的为什么不能当

妈妈”之类。第一个问题，儿子的回答

是：“自己数去！”“一、二、三、四……数

也数不清……”陌陌嘟囔道。“这就对

了，天上星星本来就数不清的。”瞧，儿

子是不是比我更适合当陌陌的老师？

第二个问题，儿子回答得更干脆：“爸爸

就是男的，妈妈就是女的。你怎么这么

笨！”

至于第二法宝，就是书。

那天我刚在写字台前坐下，陌陌就

闯进来：“大爸爸，你知道——永远有多

远？”这个鬼精灵，居然学会用激将法

了。可这回她再激将也没用，我被问住

了。这样一个纯粹文字游戏式的问题，

居然从一个6岁孩子的口中冒出来，我

该如何作答？陌陌告诉我，这问题是从

老师那里听来的，她问过老师、爸爸、妈

妈，都说不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我

不想在一个孩子面前不懂装懂。那部

同名小说我还没来得及看，纵然看了，

相信对解开眼前这个问题也不会有任

何作用。我向陌陌摊牌：“对于这个世

界，大爸爸其实差不多跟陌陌一样无

知，也有许多回答不了的问题，解不开

的谜。所以大爸爸每天都要抽一些时

间看书，一直看下去。陌陌长大了也要

看 很 多 很 多 的 书 ，解 很 多 很 多 的

谜。……”

陌陌默默地看着我，清澈的眸子里

闪着光亮。她突然跑到我的书橱前，嘴

里喃喃着：“大爸爸有这么这么多的书，

陌陌也要有这么这么多的书，我要让妈

妈去买。……”

就这样，一个让我陷入窘迫境地

的棘手难题，竟让自己无意中提到的

书籍给解了围。打那以后，一切都变

简单了，每次陌陌来，我不是把她支

给儿子，就是让她去看书，“所有的答

案都在书上写着呢。”陌陌很听话，并

且很快入了“迷”，一本书在她手里反

反复复翻着，没有半小时“看”不下

来。你不可能知道她看懂多少，但必

须承认，她看得很有味，很像那么回

事儿。

记得曾经有一位作家说过，老鼠在

书库里呆得久了，鼠眼里竟也有了几分

儒雅之气。话虽不免有几分夸张，道理

却摆在那里：环境能改变人。不管你从

事什么工作，多么紧张繁忙，有没有时

间看书，在家里添置一些书，营造一分

书香氛围总是好的。只要是健康的、有

益的书，多多益善。也许你或你的孩子

不能因此变得儒雅．然而让孩子从小

接受书籍的熏陶和精神的营养，也算是

一种智力投资。

给孩子置一架书，如何？

永远有多远

每一次历练
都是一种成长

■ 庄伟

■ 李付春 郭元鹏

““开学焦虑开学焦虑””为哪般为哪般？？

漫长的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又将背

起书包，重新走进校园，开始新学期的学

习。可经过近两个月的假期，常有一些孩

子不适应开学，不愿意上学，患上了“开学

焦虑症”。

近日，一位学生给《中国青年报》写信

说：老妈每天唠叨N遍，要开学了，你的暑

假作业完成得怎么样了？一听到要开学

了，我心里就非常抵触，一想到还有那么

多作业和社会实践都没有完成，浑身就瑟

瑟发抖起来，头皮发麻，浑身不舒服。有

调查显示：“一听要开学就瑟瑟发抖”的情

况还真不少。孩子们的“开学焦虑”为哪

般？家长又该如何引导呢？

远离“开学焦虑”，
这份锦囊请收好！

制定新学期的计划和目标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新的学习

任务，需要一个新的学习计划来支

撑，制定新的学习计划，与父母一起

讨论，能更快适应新学期的学习生

活。

开展适当运动
开学季来临，不妨参加一些体

育锻炼，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

一起打打球，跑跑步，增强体魄，提

高团队意识；也可以和父母进行一

些亲子运动，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

和交流。体育锻炼不仅能强身健

体，让我们以最好的身体状况迎接

新学期，还能赶走不良的情绪。

循序渐进地学习
开学前，别给自己太多压力。

在完成暑假作业的基础上，可以复

习上学期的内容，以及预习下学期

的课程，循序渐进地进入学习状态。

积极的心理暗示
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聊聊学校

里的趣事，让他们对上学有所憧

憬。选择孩子感兴趣的话题交流，

多鼓励孩子，给予孩子积极的心理

暗示。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准备开学

需要的学习用品，一起购置学习工

具书等，督促孩子把注意力转移到

学习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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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有多远
■ 罗本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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