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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父母的希望， 是父母生命的
延续，是父母感受生命伟大的载体，是父
母感受人生快乐与幸福的重要源泉。 我
认为爱孩子不仅是关心孩子的生活与学
习，提供其必需的物质，更重要的是陪伴
与沟通，甚至是适时放手。

一、 陪伴孩子———培养其良好的习
惯和品质

“寓教于乐”是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
的教育原则。 于家庭教育而言，我则认为
应该“寓教于陪伴”。

从女儿小的时候开始， 作为父母的
我们，只要有时间就会陪伴着孩子，陪她
吃饭，陪她玩，陪她看动画片……在这些
活动中，孩子会出现各种问题，此时我们
就会抓住时机， 及时引导孩子， 教育孩
子。 在潜移默化中，孩子的行为习惯与品
质便渐渐养成了：在吃饭时，她了解了粮
食的来之不易，便会珍惜粮食；在玩积木
时， 她明白了解决问题是需要动脑筋想
办法的；在玩玩具时，她领悟到了要学会
与同伴分享；在学骑单车、游泳时，她懂
得了做任何事不能轻易放弃……父母的
陪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至关重要
的。 陪伴不仅能增进孩子与父母之间的
感情，更为家长提供了许多教育的契机。
孩子也将在父母的陪伴中，不断地明理、
懂事，不断地成长。

二、经常沟通———解疑释惑，帮助孩
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
种困惑，或许是老师的一次批评，或许是
与同学闹点小别扭， 或许是一次失败的
考试……都会让孩子背上思想包袱。 如
果这些包袱与困惑得不到及时有效地疏
解， 可能会影响孩子良好的性格和正确
人生观的形成。 此时，我们父母要做的就
是学会聆听孩子的心声，与孩子多沟通，
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 了解他们的思想
动态，及时疏导他们心中的“瘀堵”，为他

们解疑释惑。 在一次次的沟通中，孩子便
会一步步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慢慢地
学会自己面对困难、解决问题。

记得那是孩子读三年级时， 一天，
她不高兴地说：“我不吃饭了， 我要减
肥！ ”我疑惑了，一向能吃的女儿今天怎
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经了解，才知道班
上的几个男同学笑她胖。 我便耐心地给
她讲了“唐代以胖为美”的故事。 听完
后，她释然了，开心地吃起饭来。 在引导
她的过程中，我极力让她明白：胖、瘦都
是人们正常的体型，无需自卑，更不应
该在意别人的话，健康快乐才是最重要
的。

多年以来，孩子无论什么时候，一有
了开心的事、 烦恼的事都愿意与我们倾
诉。 在交流之中，我们把自信、乐观、宽
容、善良、正直传递给她，她也一直朝着
这样的方向迈进。

三、适时放手———给予充分信任，培
养孩子的自信

有些家长认为， 爱孩子就应该牢牢
地掌控孩子， 看着他们在自己的掌控范
围内成长。 我则认为：适时的放手，给孩
子相对自由的空间， 孩子才能更健康地
成长。

在家中，我传递给孩子的是：妈妈是
信任你的。 她从小就是一个乖巧懂事的
孩子， 我相信在学习上她一定会自主自
觉的。 小学六年，我从未盯过她写作业，
也未私下给她布置过附加的学习任务。
一直以来，她在学习上都很积极认真，自

己的学习自己做主， 自己安排学习时间
与娱乐时间。 因为父母的信任让她更有
动力，从而形成独立人格，更加自信。 不
仅在学习上，在发展兴趣爱好上，我们也
尊重孩子的意愿。 孩子在画画、主持人、
舞蹈、古筝这些方面都曾涉猎。 后来，遵
从孩子的兴趣意愿， 放弃了学画画和主
持人，舞蹈和古筝是她本人的兴趣所在，
一直坚持着。 只有信任她自己的选择，她
才会学得更用心， 才会持之以恒地走下
去。

适时放手，充分信任孩子，孩子将会
更自信，学习起来更有劲，更自主、自觉。

四、必要的惩戒———规范孩子的思
想行为

成长中的孩子就如一棵小树苗，它
能不断地长高、长大，但有时也会长歪。
这时，就需要用绳子将其绑住、扶正，它
才能挺直、茁壮地成长。 当孩子犯错时，
对其进行适当的惩戒很有必要。 这种惩
戒必须是在尊重孩子人格、 维护孩子自
尊心的前提下进行的。 惩戒一定得讲究

“度”，应该是孩子有能力承受或完成的。
孩子通过惩戒明白了犯错是需要承受后
果的， 从而在今后的成长路上不断地规
范自己的思想、行为。

孩子的成长， 是一艘行驶在大海上
的航船， 它需要两股风来平衡。 既需要

“爱”这股风推动它不断前行，锐意进取；
当它偏离航线时，又需要“严”这股风对
它时时提醒与归正。 只有这样，这艘航船
才能如期、胜利地到达彼岸。

“老李指导的毕业论文组学生在进行
答辩时，按照学院的统一要求，用英语精
心准备了陈述和答辩，不料主持答辩的这
位仁兄不能用英语提问，无法用英语和学
生交流，建议下次给这位执掌牛耳的领导
配位翻译吧。 ”“老曾，这是重大教学事故
呀！ 严重违反学校答辩的相关学术规定
呀！ ”两条信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某二
级学院的微信工作群炸开了锅。

“我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曾某
老师在微信工作群歪曲事实， 恶意攻击
本人，严重破坏院部的团结，影响院部工
作的正常开展，请求组织予以调查，并对
违纪问题严肃处理！ ”该学院主管教学的
邓副院长到学校纪委办来， 对此事提出
请求处理的要求。

据了解， 该信访双方当事人之间存
有芥蒂由来已久，工作中相互拆台，邓副
院长对曾某老师提出的工作建议不予采
纳， 曾某老师对邓副院长的工作表现嗤
之以鼻， 时不时在学院微信工作群中说
风凉话，调侃、质疑这位副院长。 学院领
导多次协调、劝导后，仍没有得到有效解
决。 学校纪委接到举报后，鉴于双方都是
党员，决定利用这个契机，先期对情况进
行初步核实， 待情况明了后再与党委组
织部一起到该学院指导开展一次专题民
主生活会，有效化解双方矛盾，为学院营
造和谐的发展氛围。

学校纪委通过调查核实， 掌握了事

情的来龙去脉， 并与学院党总支商量制
定好民主生活会方案， 对曾某老师进行
了党章党纪党规学习教育， 对他的不当
行为提出了批评， 责令其在民主生活会
上当面道歉。 同时也和邓副院长进行了
有效沟通， 其同意在民主生活会上解决
矛盾。

学校纪委副书记、 党委组织部长一
同参加了该学院党总支组织的专题民主
生活会。会上由党委组织部长介绍了民主
生活会的主要议题和内容，纪委副书记首
先组织了党规党纪学习，并传达了通过此
次民主生活会来化解矛盾的目的。

学院党总支其他成员先后就该事件
开展了自我批评和反思， 同时严肃地对
曾某老师的做法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
提醒他正确行使党员的民主权利， 要按
照《党章》规定通过正常的渠道向领导和
同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也对邓副
院长在管理工作中大胆管理， 严格标准
要求表示肯定， 同时也就进一步改进工
作作风和方法方面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我没有通过正常的途径和方式反映自
己对本院领导工作上的意见， 而是采取
在微信群里提出与事实有出入且带有攻
击性语言的错误做法， 我要作深刻的自
我批评，并当面向领导诚恳地道歉。 ”曾
某老师当面诚恳地向邓副院长道歉，还
全面剖析了自己出现这一错误的原因及
危害，并表示将认真吸取教训，今后决不

再犯诸如此类的错误。“我自己性格急
躁， 布置工作、 分配任务仅注重强调时
间、节点和质量要求，而不太注意工作方
法，以致造成同事间的一些隔阂等问题，
我也要作自我批评。 ”邓副院长也由衷地
表示将汲取教训， 实事求是地改进工作
作风。 矛盾双方当事人最终在民主生活
会上握手言和。 最后，学校党委组织部长
对本次民主生活会进行了归纳和小结，
引起了该学院党总支成员的共鸣。 与会
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开展这种形式的民
主生活会， 是基层党组织原则性和战斗
性的具体体现，不仅给当事人的言论“自
由”起到了警示作用，从思想上给他们亮
了一次“红灯”，同时对自己也进行了一
次深刻的党章党纪党规教育， 作为基层
党组织， 要通过此事使每一名党员举一
反三， 对党章党纪党规心存敬畏形成行
为自觉。“学校纪委、组织部门来指导基
层党组织民主生活会，为我们排忧解难，
我们工作更有底气了， 基层党组织生活
常态化、规范化，更加充分发挥了我们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该学院党总
支书记由衷地称赞道。

今年以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纪委
创新信访处置方式，有效运用监督执纪
第一种形态，采取提醒谈话、警示谈话、
批评教育、主责约谈、召开民主生活会
（组织生活会） 等多种措施有效化解基
层信访矛盾。

每个班级里， 总有这么一些特殊的学
生：智商不低，情商也不俗，可学习成绩就是
低下；生性顽皮，自律力差，经常招惹麻烦。
我们通常称其为 “潜能生”。 “木桶理论”告
诉我们，一个班集体整体素质的高低，往往
取决于那几个“潜能生”。 因此，开发“潜能
生”的潜能显得尤为重要。

我在三十多年的带班实践中，在这方面
做了一些有益尝试，现谈谈其做法。

一、从心理开发潜能
了解潜能生的内心世界， 因势利导，消

除他们两种不正常的心理。
一是消除对抗心理。 教师要满怀高度

的责任心和爱心， 用真诚来感化他们，消
除其戒备心理和对抗情绪，做到师生心理
相容，情感相通，由“对手”变成“助手”。 杨
同学是我印象最深的学生之一。 那时他读
六年级，个子高很顽皮，总把班里搞得乌
烟瘴气的，但他能与同学和睦相处，在学
生中威信较高，都不讨厌他。 我想了一些
办法对他均无效。 一次偶然的机会，动画
片《波斯猫》中的情节让我受益匪浅：同样
是老鼠给猫系铃铛，但不同的方式产生出不同的效果。
于是，我有意识地给班干部面授机宜，针对杨同学的情
况组织一次“发现别人闪光点”的主题班会，同时根据
学生投票评选出最受欢迎的学生。 班会按预设的思路
顺利进行，学生们纷纷说出别人的优点，结果杨同学真
的赢得了班上“最受欢迎的人”。 我对此也表示了充分
的肯定。 看到杨同学露出开心的笑容，我感觉时机成熟
了。 在我继续精心的安排下，终于让杨同学认识了自己
的问题，还主动找我吐露心声。 慢慢地，我俩竟成了知
心朋友。

二是消除自卑心理。 潜能生由于常犯错误挨批评，
认为老师同学看不起他们， 因而对自己缺乏信心产生
自卑心理，有的甚至“破罐子破摔”。 为此，我冥思苦想，
积极寻找对策。 我借鉴电视上的做法：一些颁奖晚会都
是请有名望的人做嘉宾，很是风光。 我何不让潜能生做
周会课的嘉宾，也“风光”一下呢？ 于是我安排潜能生上
台亲自给优秀生颁奖，并送上祝词。 这一举措让潜能生
非常感动，纷纷与优秀生握手拥抱。 有的说“同学，在学
习和纪律上，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有的说：“祝贺你，不
过下次说不定轮到你给我颁奖了。 ”……这些耐人寻味
的话，道出了他们向先进看齐的决心，大有一种“不用
扬鞭自奋蹄”的态势。 那温馨的场面感染着班级中的每
个同学。

二、从帮教中开发潜能
一是科任老师帮教，把潜能生分组承包给教师，教师

进行全程跟踪服务，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二是班集体助教，
要求班上的优秀生与潜能生结帮教对子，解决他们学习中
的实际问题。 三是家庭协教，建立家长、班主任互访机制。
班主任对潜能生一学期至少家访两次，及时寻找他们身上
的“闪光点”，让他们重新塑造一个崭新的自己。

三、从不懈中开发潜能
潜能生的意志力差，反复性大，不良习惯也是较长时

间形成的，不能指望一两次谈心或帮助就能改正过来。他
们可能会在你的一次教育上改正了一些坏毛病， 纪律观
念增强了，学习也比较认真了，这时你千万不可认为他已
经彻底转变了，你要及时帮他进行总结，及时鼓励，让他
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如果过不了多久，老毛病又犯了，你
千万不可讽刺挖苦他，而要耐着性子进行坦诚的交心，认
真分析利害关系，要让他体会到你的那份真诚的情意。在
2005 年， 我教过的李同学， 她的父母在外打工， 又闹离
婚，自己无心读书，对学习也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爷
爷奶奶管不了。 我接连找她谈过三次话，行为有所改变，
学习成绩也有了很大进步。 可是没过多久， 父母打工回
家，准备正式离婚。 结果导致李同学离家出走，我知道后
与其家人一起找回了她。我并没有责怪她，和其父亲一起
认真劝说她，使她终于回到校园。之后隔三差五我就会找
她谈心，常说：“父母有矛盾是正常的，大人间的矛盾得靠
他们自己解决，你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但有一点，你
必须懂得：倘若你听话，成绩进步了，他们可能朝你看，会
缓和矛盾，关系会逐渐好起来；如果你不听话，自暴自弃，
他们就会对你失望，关系会更快破裂。所以你必须振作起
来好好读书，这样于你、于你父母的关系都有好处。”又在
她生日那天，和全班同学一起给她过生日。 那天，她很兴
奋、 很感动。 放学时她当着全班同学大声对我说：“王老
师，您真好！ ”从此，她判若两人，一直到顺利进入初中。

“潜能生”的开发不应该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他
们需要社会、学校及家庭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尤其是
我们教育者，更要有爱心，有耐心。教育是慢的艺术，精诚
所至，金石为开。 再顽皮的学生也会被感化，基础再差的
学生学习也会有进步，“丑小鸭”也一定会变成“金凤凰”。

让孩子在“爱”与“严”中不断地自我完善
衡阳市珠晖区酃湖乡胜利小学 韩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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