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避免这些误区

全面打击： 有的家长面对孩子的叛

逆言行，如顶嘴、不听话等，摔东西等现

象而大为恼火， 觉得不把孩子的这股

“邪劲”压下去，孩子就有可能变坏或直

接变坏。于是家长采取强硬措施，非打即

骂。渐渐地，孩子表面上恢复到以前那个

言听计从的“乖孩子” ，实际上，已关上

心灵深处那扇与父母交流的大门， 开始

憎恨父母。

放任自流： 一些家长面对难教的孩

子， 在几度管教而无多大起色后便失去

了信心，开始对孩子放任自流。无论孩子

的言行、想法怎样，家长不再过问、指导。

久而久之，孩子受到不良影响，行为发生

偏差，待家长懊悔时，才发现已耽误了孩

子的一生。

让孩子觉得丢面子： 需要他人的尊

重和信任，是每个人的一种普遍心理，也

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孩子也不例外。古话

说：人前莫教子。在众人面前指责、批评、

数落孩子，这是一种对孩子羞辱的做法，

会摧毁他的自尊心， 会伤害到他幼小的

心灵， 使他产生自卑感， 性格会变得固

执、封闭，甚至会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

说伤孩子自尊的话： 有些父母在批

评时本意是好的，希望给孩子一点打击，

“激发” TA做事动力和积极性。 殊不知，

事实却往往适得其反。 如果家长经常采

用打击的教育方式， 很容易让孩子缺乏

自信，做事缩手缩脚，生怕做不好被父母

数落。如此恶性循环，难免会让孩子形成

缺乏自信的性格。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刘莉表示，面对这些处在十

字路口的孩子，家长的教育要更

加耐心、细心和用心，可以尝试

以下这些方法：

无条件接纳：无论孩子做什

么事，成绩高低与否，都无条件

的接纳孩子。 孩子的问题并不是

今天才产生的，是 0至 12 岁时期

的积累。

给孩子安全感：在无条件接

纳的基础上，互相信任。 当孩子

出现了问题， 相信自己的孩子，

去聆听和发现问题背后的故事

和真相。

做孩子生命中的重要 “他

人” ：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寻找重

要“他人” ，有重要他人存在的人

内心是充满满足感的，没有重要

他人存在的人内心是空虚孤独

的，孩子心中会自我认定，如果

父母做不了重要他人，他会一生

寻找。

肯定 TA、 赞美 TA、 认可

TA、表扬 TA：把孩子和孩子的行

为做区分， 不良行为要指出来，

否定行为， 但不能否定孩子，讲

行为背后的道理， 告诉 TA 我依

然爱 TA， 这样才能让孩子内心

有力量，更有动力去实现自我价

值。

模范作用：家长的言传身教

很重要， 家长首先要言行一致，

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孩子身

上存在的问题，在家长身上会找

到根源，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感受

是非常奇妙的。

耐心聆听：孩子们最累最委

屈的是，父母根本没有专心听他

说什么。 我们要学会不着急、耐

住性子、安静地听孩子说话。

不急于做判断：和孩子说话

不马上做出评断，给他交待事情

全貌的机会， 信任 TA 有处理和

判断问题的能力， 对事要公平，

对公平正义感极度敏感的青少

年来说，是一种被尊重的感觉。

要让孩子敢于对家长讲真

话：允许孩子偶尔犯错，理性地

管教， 不要歇斯底里地殴打怒

骂， 让 TA 再也不敢对我们讲真

话；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处罚完

之后，不要动不动就翻旧帐，或因

此不再相信 TA。

给孩子顶嘴的权利： 绝大多

数父母对孩子的顶嘴会感到怒不

可遏，觉得权威被挑战。但是孩子

顶嘴是有必要的， 他们有申诉的

权利， 而家长也有了解事件全貌

的需要。

不要过度保护， 或不让孩子

知道真相：告诉孩子，事情的真相

是什么，接纳他；告诉孩子我们有

哪些解决的方法， 这样可以释放

孩子的焦虑； 告诉孩子他是安全

的， 这样可以维系他的安全感和

对父母的信任；最后，告诉孩子他

的参与对我们而言是非常有价值

的， 这样会让孩子更自信， 更安

全。

拒绝唠叨：唠叨，只会削弱语

言的力量，你说了那么多，孩子消

化不了。其实沟通，尤其是亲子沟

通，有“血脉” 的联系，有时候无

需多言，适当给孩子思考空间，有

意想不到的效果。

教育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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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叛逆娃 如何来相处

微课堂专家表示：家长千万别自作聪明、别太强势

对于孩子的叛逆、不听话、不配合、自作主张、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等行为，不少

父母都手足无措、不耐烦、有很强的挫折感。 有时候情绪上来了，轻则成了唠叨的

父母，重则打骂孩子。

日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南昌市江科附中专职心理教师刘莉，做客由贵阳

一中高级心理老师发起的公益团体袁老师工作站所组织的微课。 以《你会和叛逆

期的孩子相处吗？ 》为主题，为加入微课堂群里的贵阳家长支招，介绍与处在叛逆

期的孩子相处技巧。

“你的孩子真的没有可夸之

处、冥顽不灵、一文不值、朽木不

可雕也吗？ 不，你面对的是一个

在生理和心理都“未臻成熟” 的

孩子，你面对的是正处于‘身心

变动剧烈’ 状态下的孩子，TA 是

不稳定且高低起伏的。 ” 据刘莉

介绍，12 至 19 岁被称为 “青春

期” ， 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心理

的“过渡期” ，其独立意识和自我

意识日益增强，迫切希望摆脱成

人的监护。 他们反对成人把自己

当“小孩” ，而以成人自居。 为了

表现自己的“非凡” ，就对任何事

物都倾向于批判的态度。 正是由

于他们感到或担心外界忽视了

自己的独立存在，才产生了叛逆

心理，从而用各种手段、方法来

确立“自我” 与外界的平等地位。

同时由于升学、人际关系等压力

的增大，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心理

波动剧烈，如果没有对其进行适

当引导， 孩子很容易在认知、理

解、运用等环节产生技能和心理

上的障碍，尤其在一些非正常的

外界因素影响下，往往会激发他

们潜意识的反抗，刺激他们对外

界采取抗拒行为，形成“叛逆” 。

据调查显示，由于现今孩子

所处环境较其父母所处环境复

杂得多，所以他们的青春叛逆期

比其父母早到 1至 2年， 也承受

了更多的压力。

青少年叛逆行为，呈现出一

些共同的特点：

年龄特点：14 岁左右是青少

年叛逆行为的高峰年龄。

性别特点：具有反叛性格的

学生当中，男生多于女生。

教育特点：学习成绩差的学

生要比成绩好的孩子更加反叛。

诱因特点：表现在家长和孩

子，老师和孩子之间的激烈对抗。

行为特点：反叛的青少年大

多不计较行为后果，做出某些十

分极端的事情，长期在网吧，甚至

可能流浪乞讨、赌博、进行违法犯

罪活动等等。

叛逆期的特点

尝试这些方法

刘莉老师

近日，“继承长征精神践行发展理

念” 全国中学校长———贵山大讲堂第

一届论坛在贵阳市第二中学举行，教育

部中学校长培训专家、 全国知名校长、

贵州省中学名校长等 300余人参加。

据悉，此次活动以“中学校长价值

领导力的提升” 为主题，教育部的专家

以及全国的知名校长齐集贵阳，共谋教

育发展大计，实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学校发展的内

涵非常广泛，校长应该在现状分析的基

础上，对学校发展的目标定位，在引领

学校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学习借鉴、

又善于结合学校实际进行开拓创新，找

出学校发展的独特路径。

石娇 本报记者 谢孟航

中学校长聚筑

共谋教育发展

★教育资讯

贵大出版社

印发大部头

贵州大学出版社日前举办新书发

布会， 发布 2017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

助项目《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莫绳孙稿抄

本（点校本）》。 专家认为，这部著作具

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贵州

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价值。

据悉，莫友芝是我国目录学的泰斗

级人物， 贵州独山人， 晚清著名学者，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他的代表作之

一，该点校本以国家图书馆所藏莫绳孙

钞录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为底本，

以民国天津官报局刊印的“藏园本” 及

近年中华书局的“藏园订补本” 为参校

本，共出点校语 1200多条。 全书由黔南

民族师范学院梁光华、 欧阳大霖点校，

分上中下三卷，共计 150 余万字，为学

术界提供了版本目录学的鸿篇巨制。

庞爱忠 本报记者 胡颖

为能在教学中提升学生的口语交

际能力，日前，贵阳师范学校附小开展

了口语交际研讨课交流活动， 学校五

位老师分别采用不同主题， 给学生们

呈现了一堂口语交际课。

与传统课程不同的是， 老师们一

边教学一边引导学生思考和发问，还

邀请学生主动到讲台上进行演说，课

程后段更鼓励学生大胆思考， 分为小

组开展热烈讨论。 老师们现场还对每

一位学生进行单独指导和交流。

现场活泼创新的教学方式， 很受

学生们欢迎， 个别性格内向的同学通

过这次活动，也能放开手脚，大声说出

自己的想法。 本报记者 李雯文

学校设课程

学生练交际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2017

年南明区校园足球“耀辉杯”比赛正式

落下帷幕。

此次比赛根据不同年龄段分成男

子组和女子组，其中二十九中包揽男子

组和女子组冠军，南明小学、甲秀小学、

达德学校、尚义路小学、环南小学分获

小学不同年龄组的男、女冠军。

据了解，自 2016 年南明区“耀辉

杯” 校园足球联赛在贵州省新体育场

拉开序幕一年多来，在家长、社会各界

的共同支持下，更多青少年学生热爱足

球、享受足球。 今年的参赛队从去年 57

支增加到 78 支， 从 800 余人增加到

1000多人。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校园足球联赛

角逐出冠亚军

◆◆◆聚焦高考

昨日，由本报主办的“高考公

益讲堂” 继续就高招志愿填报的诸

多注意事项举行讲座。 来自北京邮

电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贵州招生组

的老师以及长期从事志愿填报咨询

服务的高强老师为家长、 考生在填

报志愿上的困惑做出参考性解答。

据北京邮电大学贵州招生组仪

建红老师介绍，北邮系教育部直属、

首批“211 工程” 院校，国内唯一具

有全通信领域研究开发能力的大

学，以信息科技为特色，以工学门类

为主题，工、管、文、理协调发展，其

中信息与通信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

术、管理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等均

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本科生就业率

连续多年 99%以上。 研究生就业连

续率多年达到或者接近 100%。

据悉，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计划

在贵州招生 85人，去年普通理科专

业录取最低分 612分， 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录取最低分 563， 近五年的

录取分数数据可以通过该校本科招

生网 ttp://zsb.bupt.edu.cn/查询。据

仪老师介绍， 根据各省市招生计划

和生源情况确定调档比例， 实行平

行志愿省份， 一般控制在招生计划

的 105%以内。

据中国药科大学招生组熊老师

介绍，中国药科大学地处南京，现有

玄武门和江宁两个校区， 在校师生

150000 人， 是教育部直属、 国家

“211 工程” 、国家“985 优势学科

创新平台” 重点建设大学，是我国

首批具有博士、 硕士学位授予权的

高等学校。建校 81年来已发展成为

以药学为特色，理、工、经、管、文等

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 就业

率连续多年名列教育部直属高校前

列。 该校有两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

地： 基础药学理科基地和国家生命

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同时也

是首批入选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 的医药院校。

据熊老师介绍， 该校计划在贵

州招生 62人，其中理科 60 人，文科

2 人。 将按照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提

供的分数进行调档与录取， 对于服

从专业调剂、体检符合要求的考生，

原则上进档不退，专业安排上，采用

“分数级差” 方式录取。 据介绍，

2016 年该校理工类最低录取分为

569，文史类最低录取分为 591。 具

体招生计划于录取政策可通过

http://zb.cpu.edu.cn查询。

就考生、 家长关心的高考志愿

填报技巧问题， 长期从事填报咨询

服务、 某高校原招办主任的高强老

师从“考生、家长填报志愿存在的

问题 ” 、“填报志愿的技巧和方

法” 、“行志愿填报基本常识” 、“如

何精准的填报志愿” 、“如何选择填

报专业” 五大方面给家长提出诸多

参考性建议。 其中就“上线落选” 、

“高分低就” 、“重考试、轻报考” 等

常见问题，以实际案例做出分析。

高强老师提醒， 考生与家长一

定要密切留意高校的招生章程，收

集拟填报学校近三年的取分数据。

在专业选择上， 可以通过学科是否

有博士点、 硕士点来判断专业的优

劣。他建议家长，要充分听取孩子的

意见，提前做好信息收集，重点留意

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或学校发布的权

威消息，以及学校专业就业率信息，

多方比较，慎重填报志愿，毕竟“读

个好学校， 读个好专业是关乎孩子

一生的大事” 。 本报记者

提醒： 各高校招生计划以贵州

省招生考试院最终公布数据为准

高考公益讲堂继续聚焦填志愿

专家提醒：留意高校招生简章，多方比较、慎重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