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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热点
与“神兽”和谐相处

在这个特殊时期，家长
们不如顺势而为，充分利用
家庭资源，做好家庭生活的
功课。
有人说，我们的孩子将
来未必会成为律师、医生、管
理者或行业精英，但他们肯
定是家庭成员，他们大多数
将成为丈夫或妻子、父亲或
母亲。学习和掌握生活能力
是每个人的刚需，
这样的能力
最初只能在家庭生活中向父
母学习。宅家期间，
家长可以
让孩子们学习三门家庭功课：
一是掌握必备家庭生活技能，
包括整理内务、烹饪、培养健
康作息规律等。家长可根据
“神兽”
的能力大小，
有意识地
让其做一些家务，
比如学习整
理房间、
学做菜等。
二是经营家庭关系的技
能。超长假期是不可多得的
亲子交流机会。从家庭中，
孩
子学习如何与家庭成员相处，
包括如何为人子女，
如何为人
夫（妻）和为人父母，
如何处理
家庭冲突等。例如，
当孩子需
要安静的环境上网课时，
其他
家庭成员应自觉减少噪音和
干扰，
这体现了家庭成员之间
的尊重、
体谅与支持。
三是人格养成的功课。
宅家生活朝夕相处，让家庭
成员的许多毛病暴露无遗，
亲子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发
生疫情变故和人际冲突时，
最能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凸
显人格弱点。家长在面对疫
情和矛盾冲突时的表现，就
是孩子人格养成的见习地和
实习场。
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
过：
“不要以为只有在你们同
儿童谈话、教训他、命令他的
时候，才是进行教育。你们
在生活的每时每刻，甚至你
们不在场的时候，也在教育
儿童，你们怎样穿戴，怎样同
别人谈话，怎样议论别人，怎
样欢乐或发愁，怎样对待朋
友或敌人，怎样笑，怎样读报
——这一切对儿童都有重要
的意义。”同理，你宅家时的
一举一动，无一不是对孩子
的教育。所以，请在日常生
活中做一个值得孩子敬重和
学习的榜样。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
做 好 中 小 学“ 停 课 不 停 学 ”工 作 的 通
知》。
《通知》再次强调，各地各校要积极
帮助解决线上学习条件问题，逐一排查
学生线上学习条件上存在的实际困
难。确实，确保“一个都不能掉队”，是教
育公平的应有之义，也是疫情防控战中
一场特殊的教育扶贫。
当前，我国还存在着区域间、城乡间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疫情来临后，
学生学习方式突然由在校课堂学习转为
居家在线学习，这使得原来存在的区域、
城乡、家庭间的“数字鸿沟”被放大，带来
一些问题和困难。那么，在社会资源有
限、家庭资源有差距的现实情况下，如何
对待和解决这些差距，
如何通过补偿性公

■ 辛清

积极关注
C 孩子的闪光点

D

面对独立性日益增强的
学龄期孩子，家长在家庭管
教时要做好三件事：发现孩
子的积极面并及时肯定；抓
大放小，放弃压制；尊重孩子
对独立性和同伴的需求，鼓
励孩子自我管理，具体包括
以下内容：
首先，关注积极面。用
积极的态度对待“神兽”，再
难缠的“神兽”都有其优势和
闪光点。把关注点放在发现
其优势和闪光点上，及时肯
定其做得好的方面，发现其
可以做得更好的方向。优点
不断被强化，就会成为稳定
的品质和习惯。家长对孩子
的积极关注还能提升亲子关
系，教会孩子用积极的态度
看待问题。
其次，关注大方向。许
多家庭亲子关系不和睦大多
源自父母事无巨细的关注与
控制。孩子宅家时间一长，
各种毛病无处藏身，父母若
事事强硬压制，容易导致孩
子恼羞成怒破罐破摔。建议
家长与孩子约定宅家期间和
平共处原则、各自责任和时
间安排。家长只需关注学
业、健康、作息时间等重要事
项，其余事项放手让孩子自
主自理，这样既能培养孩子
的自我管理能力，又能让亲
子关系产生一定的距离美。
第三，关注独立性和同
伴关系。青少年渴望独立且
重视同伴关系。父母要重视
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具体来
说，就是要有明确的边界意
识，尽量不干涉孩子自主范
围内的事。比如，不要随意
闯入孩子的房间，不要妄加
批评孩子的朋友等。同时，
引导孩子与同伴组队成长，
包括组队学习新技能等，利
用同伴互相督促的动力提升
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

树立规则是家庭管教的
主线，宅家共处的和谐与稳
定需要规则来维护。一个家
庭功能齐全、生活秩序井然
的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应
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在这
个超长假期，家长要更好地
与孩子共舞，就要制定并坚
守合理有效的家庭规则。
守护确定的家规是家长
与“ 神 兽 ”共 舞 的 关 键 和 底
线。著名心理学家乔丹·彼
德森在《人生十二法则》里提
出了制定家庭规则的五个原
则：第一，控制规则的数量，
无需面面俱到，锁定重点简
单明了就好；第二，用最小且
必要的力量，包括用眼神、手
势进行警告等；第三，父母同
时管教，达成共识互相配合；
第四，了解自己的阴暗面，即
管教要和善坚定且远离体罚
和暴力；第五，让孩子看清这
个世界，即父母要成为孩子
认识世界的窗口，做坚定勇
敢的父母。不管面对哪个段
位的“神兽”，规则一旦确立，
就一定要用平静和善的态度
坚决执行，如此方能给孩子
敬畏感和确定感，帮助他们
尊重并遵守规则。
（作者系海南省心理健
康教育特级教师）

平政策最大可能地消除由地域、家庭、经
济、文化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影响，确保每
名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都能享有更为平
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近期，
各级政府
和学校都将公平问题作为“停课不停学”
中的工作重点，
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困难学
生的帮扶呈现出了全覆盖、精细化的特
点。
“停课不停学”要保障所有学生参学
的全覆盖，
通过多种渠道克服学生因为物
质条件限制而无法参学的困难。针对学
生没有智能设备的困难，
可以使用电视教
学方式或其他方式，替代网络在线教学。
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育电视台 4 频道通
过直播卫星户户通平台，
向全国用户传输
有关课程学习资源，
重点覆盖偏远贫困农

确定家规
守住底线

海口滨海九小学生在
家里学包饺子 。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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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排查网课困难

快言快语

■

一生受用

？
海口滨海九
小学生在家里上
网课。 学校供图

笔者与许多家长交流后
发现，放寒假后，许多孩子待
在家中已经两月有余。孩子
放假在家，家庭生活的规律
节奏被打乱，网课的实施也
给许多家长带来困扰。许多
处于学前期（0—5 岁）的孩
子太闹太吵太粘人，让一些
家长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
处于学龄期（6—18 岁）的孩
子最让家长操心劳神的是网
课学习缺乏主动性，居家日
久相看两厌。
笔者认为，针对以上问
题，要对孩子分段管理、因材
施教。从发展心理学来看，
学前期是儿童成长的关键
期 ，也 是 家 庭 教 育 的 最 佳
期。面对学前期孩子的闹
腾，家长需要设置一个宅家
游戏角满足其身心发展的需
要，利用日常生活开发游戏
形式，并在游戏中植入和强
化规则意识，培养孩子良好
的行为习惯。此外，家长可
以从时间管理上进行调整。
根据孩子每天的作息时间，
家长应尽可能将工作、家务
时间与亲子陪伴时间进行整
合。比如，做饭时，让孩子帮
忙剥蒜、洗菜，一起玩实物版
“过家家”游戏；整理文件时，
可以让孩子帮忙看时间、找
东西，玩上班游戏等。这样
可以将孩子带给你的干扰转
变为亲子陪伴的新形式。
家长要充分利用这段难
得的亲子陪伴时间，培养孩
子多方面的兴趣爱好，教给
孩子必要的规则意识等。一
般而言，享受过高质量陪伴
和拥有丰富兴趣爱好的孩
子，在父母忙碌的时候会有
足够的耐心和定力自处。
学龄期的孩子，正处于
家庭管教的困难期。父母管
教的有效性会随着孩子年龄
的增长而递减，同伴的影响
力却与日俱增。针对这个年
龄段的孩子，建议家长就宅
家生活与孩子约法三章，约
定和平共处原则、明确各自
责任和时间安排等。家长和
孩子可以相互督促遵守约
定，以培养孩子的契约精神，
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自主管
理能力。

B 三门家庭功课

把选择还给孩子

村地区，特别是网络信号弱，或者是有线
电视没有通达的一些地区。有的地方还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特殊群体线上学
习临时提供了学习终端；
有的地方则通过
中心学校为无电话的学生架起
“教师—村
委会—学生”的沟通桥梁，分周布置复习
任务，引导学生自学，并安排志愿者将打
印的电子教材和作业送到不能参学的学
生家中。针对有智能设备但不够畅通的
网络问题，各地陆续出台惠民政策，为贫
困建档学生提供减免流量，
为普通学生提
供优惠流量包和免费宽带升级等工作，
减
轻学生用网资费负担。
“停课不停学”要做到学生扶助的精
细化，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指导。
一是密切家校沟通协作，除了有针对性
■■■■■

还好吗？
你和小﹃神兽﹄
网课时代

A 摸清脾气

﹃神兽﹄宅家，如何共舞

“我快被家里的‘神兽’
弄疯了，他竟然借上网课和
写作业之名，用手机过足了
游戏瘾。被我发现后，他居
然还恼羞成怒地对我大吼大
叫。再不开学，我担心他会
沉迷于游戏不能自拔了。”
“我家的小‘神兽’天天
在家里捣乱，家里成了游乐
场，许多家具物品成了他的
玩具。他还整天闹着要出
门 ，再 不 开 学 ，我 就 要 崩 溃
了。”
……
在这个特殊时期，家长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更
好地与孩子相处。

家有儿女

我省目前除了确定高三、
我省目前除了确定高三
、初三年级的
开学时间外 ，其他年级
开学时间外，
其他年级、
、其他学段的开
学时间尚未确定。
学时间尚未确定
。久居家中
久居家中，
，如何驯
服家中“ 神兽
神兽”
”
（网络用语
网络用语，
，指代自
家顽皮孩子）
家顽皮孩子
），让许多家长大伤
脑筋。
脑筋
。
因疫情带来的超长寒
假，打乱了孩子和家长原有
的生活状态，
的生活状态
，
不少家长为
此深感焦虑和困惑，
且听心理专家有
何妙招。
何妙招
。

你家有小
“神兽”
吗？受
疫情影响，
“ 神兽”度过了史
上最漫长的寒假，然后进入
了网课时代。这个特殊时
期，我们该如何与孩子和谐
共处？让我们看看上海市精
神卫生中心的医生怎么说。
1

磨合期的慌乱在所难免
网课，对于家长和孩子
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磨合
期有点慌乱是难免的。当
我们遇到孩子漏作业、做错
题等状况时，在怒发冲冠之
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孩子遇
到了什么困难。是上课或
互 动 App 不 会 使 用 ，还 是
上课跟不上节奏？是时间
没有合理安排，还是课程内
容没有理解？通过有效沟
通，家长才能对孩子提供更
多有针对性的帮助。

2

循序渐进回到规律模式
当孩子们进入网课阶
段后，很多人的作息没有完
全调整过来，该清醒上课的
时候困意还在，这样自然不
能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所以，循序渐进地将作息调
整到常规上学时的规律模
式，也是适应网课学习的一
个很重要的方面。

3

享受当下
这是一段特殊时期，
或许
你与你的
“神兽”
已经很久没
有如此紧密、
持久地待在一起
了，
以后能如此相处的机会也
是有限的。你们可以一起做
一顿饭，做一次大扫除。

4

多关注彼此做得好的地方
这段日子对你很特殊，
对
“神兽”
也一样特殊，
他们会有
自己的情绪反应，
需要关照。
家长们可以先将目光从孩子
的不足之处稍稍移开，
多留意
他们做得好的地方。哪怕每
天只是一点点的进步，
也要多
鼓励、
多支持。
（据《文汇报》
）

地继续做好延期开学和学生帮扶的宣传
解释外，还要精准识别出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的现实需求，了解他们在不停学中
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是建立精准帮扶机
制。政府要通过资助终端学习设备、资
助必要的学习成本、协调企业减免流量
费用和安装通信基站等方式来帮助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在线学习。以学校为
单位“一人一策”做好关心关爱帮助工
作，对于无法在线学习的学生，学校和老
师要多想办法、调整教学方案，通过电视
教学、布置作业、电话辅导等其他方式予
以学业指导，确保学习质量。三是精准
指导。给予学生更多的居家学习指导，
帮助学生利用信息化手段学习。
（据《中国教育报》
）

据说去年阅读量达“10 万+”的文章中
关于教育的就有 6000 多篇。
“ 不输在起跑
线”，成了很多父母的共识。他们为孩子选
兴趣班、选校、选班等各类事情奔忙焦急，
希望能给孩子提供最优跑道。作为过来
人，看到许多年轻的父母焦虑的神情，我不
禁想起了孩子小时候的事情。
为了能让孩子顺利融入幼儿园，我们
在开学前半年就经常带她去幼儿园转转，
熟悉一下环境。看到那么多小朋友和玩
具，孩子对幼儿园充满了向往，减少了对新
环境的恐惧心理。开学了，我们带孩子去
看看小班。当时小班教室里孩子哭成一
片，两位老师手脚并用也不免顾此失彼。
我们又带孩子到中班去看一看，小朋友们
静悄悄地各玩各的，秩序井然。女儿走进
中班和他们玩到了一起，毫无陌生感。我
们问她：
“ 你喜欢小班还是喜欢中班？”
“喜
欢中班。”女儿回答。
“ 好的，爸爸妈妈尊重
你的决定，就选中班。你一定要好好和同
学们玩啊。”女儿同意了。在幼儿园阶段，
我们希望孩子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我
们尊重孩子的兴趣和选择。后来，孩子将
清华大学作为目标冲刺时，我们也充分尊
重她的选择，
孩子最终也如愿以偿。
如何为孩子选择兴趣班是许多家长感
到很苦恼的事情。很多家长看到别人家的
孩子周末都忙着上兴趣班或补课，心里很
焦虑，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
培养孩子兴趣爱好方面，我们的基本原则
是“一生一体艺”，即掌握一门体育和一项
艺术技能。在学习过程中，我女儿学过钢
琴、书法、舞蹈、羽毛球、游泳和画画。不
过，她舞蹈、书法都学了几个月就不去了，
羽毛球也学得断断续续，最后坚持下来的
是游泳和钢琴。我们尊重孩子的选择。女
儿每周末都非常主动地去学习钢琴。当然
这也有小技巧，我们先用普通电子琴给她
练习，然后经常带她去琴行看琴，里面的琴
都很贵。我们又与钢琴老师相互配合，让
女儿下决心买琴，其结果就是没有理由不
坚持学下去。
我们一直不鼓励孩子补课，孩子在周
末应该好好放松身心。上兴趣班后，孩子
周末比在学校还累。女儿小学时提出要去
上英语补习班。后来，她告诉我，当时补英
语 是 为 了 去 那 里 吃 零 食 ，补 习 效 果 不 明
显。不过，外教的口语课倒是帮助她校正
了发音，提高了学习兴趣。上中学后，我们
也从来不主动让孩子周末去补课。只要在
课堂上跟着老师走，学习效果不会差。有
一天，女儿忍不住问：
“妈妈，你为什么不给
我找补习班？”我说：
“因为我们希望你能好
好休息，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去迎接新的一
周。”女儿说，
“我想补数学。”由于孩子发自
内心地想去补课，所以补课没有成为她的
负担。上高三时，她也想补课，但由于时间
限制没有补成。不过，她重视课堂学习、回
归课本，不断提升学习方法，收效也很明
显。
家庭民主从幼儿开始，家长要少命令
多商量，不要因为孩子还小就全部包办，父
母的权威不是压制出来的。每次做决定
前，父母都应先听听孩子的意见，信任和尊
重孩子的选择，慢慢培养孩子的分析力和
决 断 力 ，让 孩 子 自 发 地 对 自 己 的 决 策 负
责。当然，这不是一种单纯的迁就，是在一
定原则下、在规定的边界内让孩子自由行
走。有偏离时，父母要及时纠偏，这是父母
爱的能力的体现，可以帮助双方找到和谐
相处之道。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
“一个功
能良好的心理结构，最重要的来源是父母
的人格，特别是他们以不带敌意的坚决和
不含诱惑的深情去回应孩子需求的能力。
”
开学后，许多父母和孩子又要开始考
虑上什么辅导班、补什么课了。建议家长
多和孩子商量沟通，变“要你学”为“我要
学”。我曾多次拜读李希贵的《为了自由呼
吸的教育》，很有收获。我非常认同自由呼
吸的教育才是真的教育。孩子没有好好呼
吸 ，就 感 受 不 到 学 习 的 乐 趣 和 生 命 的 丰
富。与孩子沟通时，请家长多问一句：
“这
件事你怎么想？”变化将从这一刻开始，请
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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