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社会上充斥着很多负面新
闻，引起了家长们的担心，一方面是担
心孩子会因此而悲伤， 另一方面担心
无从回应孩子的疑惑和问询。那么，到
底该不该让孩子看负面新闻呢？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好的事情在发
生，也有坏的事情在发生。家长们不能
把孩子放在真空中， 我们应该鼓励孩
子以更宽阔的视角去认识这个世界。
当孩子因为看到负面新闻而有情绪
时，家长需要正面回应、认可孩子的情
绪，如果孩子表现出担心、害怕，家长
要做的是消除孩子心中的恐惧感。 比
如，遇到飞机失事的新闻，孩子表示以
后再也不敢坐飞机了， 家长可以和孩
子聊聊，每年有多少飞机起飞、降落，
发生事故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下暴雨后飞机会推迟起飞， 这就是飞
机的工作人员为了保障飞行的安全。
要通过传递正面、 积极的信息来转移
孩子的注意力。比如，发生
地震之后， 可以和孩子讨

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帮助在地震
中受灾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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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儿子洗完澡还裹着毛毯，突然听见爸
爸开衣柜门碰到他的玩具汽车， 回力车挪动的
声音就像是触到了他的神经， 他一下子就从毛
毯里挣脱，光着身子哭喊着跳下床。房间里只有
十几度，我要求他把衣服穿上再去挪汽车，他不
肯。 我不能再纵容他，用力给他穿好衣服，义正
言辞地跟他说：“不想让别人碰你的东西， 就全
部放回你自己的房间， 你房间里的东西没有任
何人动。 ”

他并不情愿，但是我坚持。 不仅如此，我还
要求他把之前一直放在卧室的所有汽车都收
走，包括过道、书房里的汽车，统统都收到他的
房间。他不同意，说其中的 3辆汽车之前就是放
在卧室的。

我依旧坚持， 并且告诉他：“如果你放在这
里，明天我收拾房间的时候，会全部当作没有人
要的东西扔掉。”儿子哭着，尽管不愿意，他还是
把玩具都收走了。

全部收拾完毕之后，他躺在床上，头倚在我
腿上。 我抱着他，跟他说：“妈妈很爱你，所以不
能纵容你的坏脾气。因为爱你，希望你成为一个
讲道理有礼貌的人， 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行
为给别人带来麻烦。 ”

我还没说完， 儿子已经委屈地哭出了声。
先生说，我的说服教育有时候没有用。 可是作
为母亲，我宁愿讲十遍百遍，也不要孩子在我
的压制和强迫中选择妥协。 或许说服他很难，
也不见得奏效。 可是让孩子知其然、知其所以
然，绝对好过得过且过。

有次送儿子去上乐高课程，在电梯的入口
处碰到一对母子。 孩子已经买了一个大套盒的
玩具，又看上了另外一个汽车模型，母亲拒绝
给他买。 孩子大哭大闹起来，正当母亲蹲下来
给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孩子一个巴掌就打在了
母亲脸上，脆生生的，听着都心疼。 但是这位母
亲并没有发怒，只是跟孩子说不可以打妈妈。结
果可想而知，母亲终没拗过孩子，最终还是买了
汽车模型。

我替这位母亲悲哀，更替孩子悲哀。 母亲的
悲哀在于她身为人母， 却失了为人父母的原则。
买东西的过程中没有原则， 明明一开始不想买
的，却因为孩子哭闹应对不了，最终妥协成全孩
子；孩子打母亲的时候她没有原则，即使是个孩
子，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打妈妈，而且是打脸，绝
对不可以姑息。 讲道理，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教
育，但是这位母亲显然放任了这一点。

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王涛在他的著作《规
矩和爱》中这样说：你今天用怎样的规矩和爱教
育孩子， 你就会给身后的世界留下一个怎样的
人；你给身后的世界留下一个怎样的人，就会影
响你身后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所以规矩和
爱所成就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 也是一个未来
的世界。

孩子的行为，是在成长，也是在考验父母的
成长。 当有一天，面对孩子的问题，父母能和善
且坚定的应对自如， 证明父母成长了， 也成熟
了。而孩子在父母的成长过程中，也终会找到自
己的成长轨迹。

德国人对如何在家庭
中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
教育环境， 以及父母如何
对孩子言传身教有独到的
见解。他们坚持认为，家庭
在孩子的成才中起着巨大
的作用。

“我的爸爸很早就让
我知道： 我并非一定要得
第一不可。 ”来自德国，现
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的里求
说，“在我失败时， 爸爸总
是告诉我， 他对此感到很
平和， 他认为我比成绩要
重要得多， 但是他的确很
希望我能够有好成绩”。

德国人比较注重为孩子的学习环
境创造良好的条件，但是，他们不希望
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他们也会很关心孩
子的成绩， 但是不会把分数看得比孩
子，比实力更重要。 德国人比较注重从
情感上渲染孩子， 他们很关心孩子，从
小就使孩子感到被爱，他们善于鼓励孩
子去做。当孩子成绩不好或是有不良行
为时，他们会很认真地去和孩子探讨原
因， 积极从孩子的观点去考虑问题，而
不会用其它给孩子施加压力的方式去
对待孩子。

“父母们把孩子置于成绩之上，而
不是成绩比孩子重要。”里求说。里求的
爸爸是一个司机，妈妈是一个公司里的
职员。 小学的第一次考试他没有及格，
回家后妈妈并没有骂他更没有打他，只
是问他是不是感到功课太重了。从此之
后妈妈更关心他，有问题总是和他一起
解决而不是责骂。“德国人比较注重培
养孩子的能动性和自觉性， 比如做作
业，孩子不会，父母只会鼓励他们自己
去找答案，绝对不会轻易说出答案。 爸
爸即使由于工作原因而要到慕尼黑去
打工， 但是他生气也不会对我发脾气。
他常常告诉我，我不需要每次都做到最
好，我并非要得第一不可。 但是他们常
常要求我自立，不要过于依赖他人。”里
求说。他在德国读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
育之后，考上了柏林大学，之后又来中
国的北京大学留学，他的父母一直都支
持他。

“我的今天完全是父母给我的家教
造成的。 ”里求说。“父母一直都是我的
榜样。”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
是不言而喻的。 在家庭教育
中，父母方是最重要的角色。

7招让孩子走向自律

孩子都是可爱的，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儿
童的一种天性，但是家长们也常常苦恼于孩子
“不听话”“爱乱动”，常交代孩子“你要听话”“不
要乱动”……事实上，家长用这种指令性语言，
孩子会觉得很唠叨，结果就是家长越阻止孩子
做什么，孩子偏要做什么。

7个小妙招，提升孩子自律性———
家长要有跟孩子单独相处的时间。 由于有

父母的陪伴，孩子会有安全感。
不要当面批评孩子，尤其是不要当着小伙

伴的面去批评孩子。 做家长的要尽量回避孩子
情绪低落或激动时去批评他。

一次只提一个要求，并坚持一段时间。 如
果我们一次就给孩子提非常多的要求，他会无
所适从。

尊重孩子的选择，还要提供一个回旋的空
间让他选择。 比如今天你想让他做 10道题，那
你可以问他今天是先做 3道还是做 5 道， 让他
自己选。

夸赞孩子努力的具体行为，少说空洞的赞

美。我们经常会说“你真棒”，我觉得这种鼓励是
应该的， 但是最好鼓励孩子经过努力带来的一
些变化，比如夸赞孩子，“看出来了，今天你写的
字很认真”“今天你给奶奶盛了一碗饭，真孝顺”
……用这样的语言去说，夸到具体行为上。

用心观察孩子的一些动作， 过后再加以规
劝。孩子在成长当中，他总会有一些动作和成年
人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不适合，如果你需要他
像别的孩子一样大方的话， 你不如回家后再跟
孩子说，“你看刚才那个小朋友他表现得多好，
大家就了解他很多，你下次能不能也这样？如果
你这样做的话， 你希望爸爸妈妈给你提供什么
样的帮助？ ”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接受你对他的
成长建议，而不是对他的指责。

如果家庭搞什么活动时要提前跟孩子商
量，让孩子学着参与到家庭事务中来。

亲子关系沟通的核心问题是: 一定要让孩
子感觉到，无论什么时候，爸爸妈妈都是
我坚强的后盾；无论我成长的哪一步，爸
爸妈妈都能给我一个成长的建议。

负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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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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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教育家朱永新先生说：“最伟大
的思想不是从父母那里遗传的，必须通过书本
与先贤对话， 才能攀越人类精神的高峰。 ”那
么，怎样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呢？作为教师，要
善于综合多方力量培养学生阅读习惯。

一、借家长之力，营造阅读氛围
1.引导家长在意识上重视。 通过家长会、

周末留言反馈、家访、平日电话沟通等形式，
纠正家长中普遍存在的“看闲书不利于学生
成绩进步”错误认识，同时让家长认识到阅读
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我们向家长传递一
种理念：爱看书的孩子不浮躁，爱看书的孩子
更明事理。 将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的
智力发展取决于良好的阅读能力” 的思想传
递给家长，让家长督促或带领孩子读书。

2.引导家长在行动上支持。我们在家长中
提倡课外阅读的“四个一”：和孩子一同选书、
陪孩子一同读书、 和孩子一同就书中的问题
进行探讨、和孩子一同填写阅读记录表。 当所
有的阅读活动家长能一同参与的时候， 阅读
于孩子而言，也就成了一种快乐的游戏。 他们
不再是被家长逼着苦读书， 他们可以和家长
一起谈书，甚至就书中的内容进行辩论，一同
感受读书的乐趣。 每周，我们都会给孩子发一
份阅读记录表， 表上的内容除了有孩子必须

填写的部分外，也鼓励家长填写。 对于有家长
参与填写的阅读记录表， 我们会有一定的附
加分值赠与， 也会将每周家长和孩子阅读感
想的精彩部分进行摘录， 整理成复印资料赠
送给家长。 家长和孩子一同写阅读感受的气
氛逐渐形成， 对于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无疑
是有益的。

我们还鼓励家长做到： 用实际行动向孩
子表明家长把书籍看得很重， 比如说拿书当
礼物送给孩子； 全家人轮流朗读一些有趣的
书和文章，以此作为娱乐……

二、借同伴之力，提供交流平台
1.见贤思齐，跟着榜样的步伐走。榜样对

儿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许多用语言难以让
儿童理解的东西，通过榜样的树立却可以达
到目的。 阅读活动开展的前期，一有时间我
们就会给孩子讲匡衡、鲁迅、欧阳修等古人
爱读书的故事，同时，我们也会从孩子身边
的伙伴中树立榜样。 对于爱看书的孩子，教
师毫不吝惜溢美之辞， 通过表扬和鼓励，让
爱看书的同学获得高度的荣誉感，成为集体
赞许的目标。

心理学家皮亚杰说：“模仿能产生表象，
因而从任何外部动作中分离出来， 有利于保
持动作的内部轮廓， 成为日后形成思维的准

备。 ”对于不爱看书的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
首先从模仿爱看书的同学起。 虽然最初他们
并不能感受到书本给他们带来的乐趣， 他们
乐意享受那种捧着书、 貌似专注时获得的表
扬，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量的增大，书本本
身的魅力必将征服孩子。

2.设立评比机制，督促你争我赶。 为了进
一步促进阅读的兴致成为阅读的习惯， 我们
在班级设立了“阅读明星榜”的评比栏，根据
每周孩子阅读记录表的完成情况进行评比，
表现优异的同学在评比栏中用红色彩笔画上
红色书作为奖励， 有一定进步空间的同学则
用绿色彩笔画上绿色书作为奖励。 红色书可
以为孩子储上 20分，绿色书储上 10分。 一个
月内阅读表现比较好的同学， 将获得班级图
书馆“珍藏本”书籍的借阅资格。 同时，学期末
也会将孩子的总分进行统计， 对超过一定分
值的同学授予“阅读明星”的称号。

3.班级读书会，畅所欲言来侃书。 班级读
书会的形式多样，有时以座谈的形式聊书，有
时进行共读一本书之后的知识竞答赛。 比如
看完名人传记《钱学森》之后，我们在班上开
展了钱学森知识竞答赛。 孩子们不仅以班级
共读的传记为范本， 还查找了许多与钱学森
有关的资料“参战”。 在和伙伴的激烈交锋之

中，学生们对钱学森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知识
竞答赛后， 有许多学生又从图书馆借了其他
有关钱学森的书籍阅读。

三、借社会之力，推进阅读影响
1.多去有书的地方。我们鼓励家长给孩子

办一张少儿图书馆的证， 让孩子置身于书的
海洋，感受知识的广博。 当孩子亲眼目睹一个
个伙伴捧着书本如饥似渴阅读的情形时，他
的心也会变得沉静。 我们也提倡以家庭为单
位，每隔一段时间去一趟书店，徜徉书海，更
能帮助孩子尽早走上阅读之路。

2.利用好“4 月 23 日”读书日。 随着中国
图书馆学会“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
工程的开展， 社会性读书活动已经发展到了
一个新的阶段。 每年的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
日， 社会各界以阅读为主题的活动开展得有
声有色，我们为孩子留意这一天的各项活动，
鼓励孩子积极参与， 亲身感受大众的阅读氛
围。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
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小学语文老师
在学生阅读兴趣及习惯的培养中， 若能借力
使力，前行的道路不寂寞，阅读的风气必能盛
行，学生的阅读习惯也会在我们“不经意”的
行动中养成！

浅谈小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策略
长沙高新区虹桥小学 叶娟

□ 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