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

心联合问卷网，对 1863 名家长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68.8%的受访家长表示

对孩子有很高期待，57.7%的受访家长

坦言会羡慕别人家孩子优秀。

山东省龙口市某教育机构分校校

长安然（化名）觉得，自己对孩子表达

的期待，可以让孩子更有动力。

调查显示，68.8%的受访家长坦言

对孩子有很高期待。交互分析发现，学

历为专科的家长中， 有 72.9%的家长

表示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 高于其他

学历者。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

妍认为，父母对孩子抱有高期待，本身

不是坏事。 如果对孩子没什么期待甚

至不管不问，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积

极的、正向的期待，有利于培养孩子的

自信，有利于孩子努力并获得成就感。

“但是我认为父母期待过高反映出来

的问题， 是没能准确了解自己孩子的

特点， 或者只是从某个单一的维度来

了解孩子，比如成绩” 。

同时， 调查中，57.7%的受访家长

坦言会羡慕别人家孩子优秀，42.4%的

受访家长不会。

陈祉妍认为，一方面，父母应该对

孩子抱有积极的期待。另一方面，父母

在孩子面临困难时要有信心、 支持孩

子，相信孩子一定会变得更好，这样的

期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而不是

经常把别人家的孩子挂在嘴边， 打击

自己的孩子。 据《中国青年报》

日前，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河南省心理健康教育地方教材参

编者林哲老师做客微课堂（由贵阳

市袁章奎心理健康教育名教师工

作室主持），以《建立以‘关系’ 为

基础的亲子沟通》为主题，与筑城

家长共同探讨亲子沟通的话题。

林哲表示，沟通中，全部信息

的传递 =7%的文字意义 +38%语音

语调 +55%身体语言。 也就是说，当

我们听一句话的时候，人体接受的

信息中， 文字所占的比例微不足

道，感受最多的是说话者的语音语

调以及身体姿势给予我们的感受。

同样的话， 仅仅是语调的不

同， 我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再加上身体姿势呢？ 或许，不

等您开口， 孩子就会自动选择屏

蔽，因为他们感受到的不是您的谆

谆教诲， 而是您的指责、 批评、嫌

弃，甚至是厌恶。

下面这些话中，有几条是家长

经常说的？

1、不许哭；2、不好好学习就捡

垃圾；3、 这一次考第几名呢；4、你

看看 XXX 家的孩子；5、你怎么那么

笨；6、说，今天在学校为什么打人？

动手就是不对，还犟嘴；7、好啦、好

啦，没看见我在忙，自己玩去；8、你

别说， 我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9、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10、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11、好

好听话，我还能害你嘛；12、我和你

爸爸这么辛苦不都是为了你，你对

得起我们嘛？

以上 12 句话。 请问家长中了

几条？ 如果换一个方式，再听一听，

会感觉如何？

1、 妈妈知道你在用哭表达委

屈，可是，你哭的时候妈妈会更烦

躁，听不清你说的话，可不可以先

不哭或者等你哭完， 我们再沟通？

2、宝贝，你今天在学校打同学，是

因为很愤怒嘛？ 能和我说说原因

吗？ 3、孩子，这次期末考试成绩很

差，你有什么感觉？ 是什么原因呢？

4、宝贝，你看到爸爸妈妈每天辛苦

上班， 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很累呢？

5、孩子，你看到咱们小区拾荒的老

奶奶了嘛？ 你看到她每天这样工

作，你有什么感觉？ 是因为什么呢？

那你希望以后你过什么样的生活

呢？ 6、宝贝，当妈妈不听你说话的

时候，你什么感觉呢？ 当你不听妈

妈和你说话的时候，妈妈也是一样

的感觉。 你希望妈妈怎么做，妈妈

也希望你能怎么做。

当家长听到这六句话后，又有

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同样一句话，

不同的人说会有不同的感觉。 前者

感觉到父母的高高在上及父母的

愤怒，后者却能够感受到父母浓浓

的爱意。

“棍棒底下能不能出孝子，” 关

键在于这个孩子能否体会到父母

棍棒下浓浓的爱与期望。 这种期

望， 就需要我们关注孩子的感受，

同时学会向孩子表达我们的感受。

另外，林哲老师还讲到了家教

的问题。 在什么情况下，大家会对

一个孩子 “有没有家教” 产生疑

问？ 林哲表示，一定不是成绩出现

问题。 所以真正的家庭教育一定是

孩子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是自

尊、自爱、自强、自信、自律、爱国、

礼貌等。 除此之外，在家庭教育中，

身教大于言传。 本报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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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贵阳的中小学几乎都放

假了，令家长和学生头疼的寒假作

业大战又要开启。 本报记者走访发

现，今年寒假，在教育部等相关部

门教育减负的倡导下，贵阳部分学

校的老师们对减负煞费苦心，给学

生布置的作业也是别出心裁：看世

界名著、做家务活、燃烧卡路里等，

都上了学生们的寒假作业榜单。

在贵阳， 首先放假的是小学，

就读于贵阳市实验小学的蔡耀昕

今年读二年级， 她的妈妈何女士

说，早在前两个星期前，孩子就放

寒假了， 但今年寒假作业不多，不

用赶作业，所以有时间带孩子出去

玩。 但是学校也布置了一些比较有

意义的作业，他们二年级的作业是

让孩子画一棵树， 树上有智慧果、

环保果、文明果等，孩子在寒假期

间，要讲文明，或者参与到环保活

动中等，把树上的果子画满。 何女

士说， 不以作业作为沟通媒介，不

在放假期间开口闭口谈论作业，让

家长和孩子都轻松很多，也让他们

有更多的时间交流，走亲访友。

在云岩区华兴学校， 七年级

（1） 班的班主任刘老师为了让孩

子们过个轻松的春节，给他们布置

的寒假作业很“接地气” ，她让同

学们每天坚持锻炼一小时，寒假也

要动起来，并且与爸爸妈妈做一件

家务事，感受亲情，并把这个过程

写下来，此外，可以阅读一本自己

喜欢的课外书，摘录自己喜欢的句

子或写下读书笔记。

刘老师说， 她自己教的是语

文， 就少给学生布置一点作业，毕

竟学生们除了语文，还有其他很多

科目，加在一起就不少了。

而北大培文学校高中部的老

师也给学生布置了自己的“特色作

业” ，他们的作业是“五个一” 。 首

先是“一条短信” ，学生们要在春

节期间以“感恩·祝福” 为主题，发

一条短信给自己的师长或家人。 其

次是“一档节目” ，学生们在寒假

期间要收看一部电影，或是一部电

视剧、综艺节目、春晚、国家地理

等。 其他几项分别是“一本好书” 、

“一次家务” 、“一份报告” 。

该校很多学生表示，“学校简

直就是投其所好” ， 对这样的寒假

作业完全无压力， 尤其是 “看电

视”那一项。

该校的刘老师说，除了布置这

些“德育” 作业外，他们也布置了

少许的基础作业，毕竟高中学业负

担重，如果不让学生们温习功课的

话，开学回来后估计他们一时难以

进入学习状态。 除了这些学校，今

年贵州的不少学校为减轻学生负

担，都减少了基础作业，布置了一

些“特色作业” 。

贵州师范大学教科院的李祥

教授说，教育减负一直是个“老大

难”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坚持以学

生为本，社会是可以给教育的探索

一点容错空间。 学校做出这些创

新，体现了学校也在积极思考如何

培养学生的问题，应该给以积极的

肯定，让他们不断完善，做得更好。

实习记者 雷琴

贵阳部分学校 寒假作业很特别

自 1 月 11 日起， 贵阳市中小

学生陆续开启了“寒假模式” 。 在

贵州省图书馆、 贵阳市图书馆、南

明区图书馆等场馆，以及一些书店

内，很多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来

这些地方，他们或是三三两两聚在

一起写作业，或是一个人安静地阅

读，畅游书海，成了假期中的一道

风景线。

在花果园第三小学上五年级

的杨静茹是南明区图书馆的常客，

她说， 图书馆的学习氛围很浓，自

从去年 6 月图书馆开馆以来，几乎

每个周末她都会到图书馆看书、学

习。 现在趁着假期，她便带着自己

的妹妹一同来翻阅喜欢的书籍。

“在这里，大家看书的时候很安静，

也很认真， 在这样的氛围下学习，

总觉得是一种享受。 ”

在阅览室，像杨静茹一样来看

书的学生不在少数。 正在上大四的

陈伟宇是跟着室友一起来的。他正

准备考研，原本以为放假后找不到

地方好好复习，没想到回家后便听

说家门口就有一个读书的好去处。

据南明区图书馆馆长迟敏介

绍，自从寒假以来，图书馆阅读也

迎来了高峰期，大部分学生都会来

这里借阅、读书、复习。 不少花果园

的业主也会选择来此看书、 读报，

补充知识。“不分年龄，大家都纷纷

扎堆图书馆，享受阅读的乐趣。 ”

记者了解到，为推动“全民阅

读” 工程，贵阳市各大图书馆还特

于此次寒假期间开展活动，鼓励家

长、学生走进阅读场馆，帮助市民

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南明区图书馆将于 27 日起举

办“城市阅读地图” 打卡活动，同

时，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 到来

之前，还将举办“书香大拜年” 文

化活动， 引入技艺精湛的手艺人，

带领读者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魅力， 感受传统中国年的味道，在

体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典的同

时，思考传统文化背后那些耐人寻

味的中国智慧。

贵州省图书馆在 2019 年 1 月

18 日至 2019 年 3 月 3 日期间，将

开展“阅读伴我成长” 少儿寒假系

列公益活动，将通过“布客绘本故

事会” 、“天使管理员”小志愿者培

训、“乐在棋中” 五子棋比赛、“畅

游书海” 有奖知识竞答、诗歌朗诵

培训等系列集知识性、 趣味性、娱

乐性、竞技性为一体的少儿公益活

动， 锻炼少儿读者的综合素质、学

习能力， 增强自信心和合作精神、

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同时也吸引广

大家长走进图书馆，增强亲子阅读

意识，并掌握亲子共读的要领。

此外， 贵州书城 24 小时新华

品读也在寒假期间不定期开展读

书会、音乐鉴赏、红酒品鉴活动，为

市民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其他书

店也迎来了高峰期，来看书的孩子

和家长都多了起来。

本报记者 谢孟航 陈玲

贵阳市各图书馆、书店迎来高峰期———

学生扎堆读书 成亮丽风景线

学生成绩单

成广告发布平台

这家小学到底是多缺钱？

最近几天，一则“南部二小

你缺钱吗， 成绩单都拿来打广

告？ ” 的消息，在网上引发众多网

友关注。

据网友爆料称，南部二小是

四川南充市南部县第二小学的

简称，期末考试结束，学校发给

孩子家长的“学生综合素质报告

书” 中，有整整一页全是当地一

家知名童装店的商业广告。

记者看到，素质报告书的封

底完全是某童装品牌的广告，除

了图片外，还附有该童装品牌在

当地 3 家店铺的地址以及电话。

广告中还提到，期末考试各班前

3 名的学生， 可凭成绩单在该童

装品牌的其中一家店铺免费领

取礼品一份。

此事被网络曝光后，当地教

育局随即介入调查，并责成该校

通知各班不再发放该素质报告

册，同时要求已经发放素质报告

册的班级立即回收并销毁。 一位

店员接受采访时承认，该童装在

南部二小的“学生综合素质报告

书” 上打广告，但并未涉及广告

费用等经济利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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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哲老师做客微课堂：

亲子沟通 要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进行

随着大数据越来越广泛应用，计

算机专业受到不少学生和家长关注，

近日， 记者了解到国外大学计算机专

业分为 CS 和 CE，这两个看似相近但

却是完全不同的专业。

据了解，CS 指的是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CE 则是计算机工

程(computer� engineering)。 其中 CE是

研究计算机系统及其应用技术的一门

科学。 涉及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

域， 从设计的计算机处理器， 个人电

脑、 服务器和超级计算机到使用计算

机这个工具来解决一些应用上的问

题，如程控机床、车辆监控、工业和家

电监控系统等。CS是研究机器自动计

算本身的性质、 规律和问题的一门科

学，更注重理论研究（自动计算的性

质、规律、运算等）。

对于两种专业的就业， 来自立思

辰留学 360 贵州子公司的留学指导老

师程老师认为，CE 更容易到电信、通

讯、航天等相关部门工作，同时网络工

程相关单位的设计、维护、培训工作也

会涉及，相关的职位有网页设计员、网

站程序员、软件开发工程师、机器人工

程师、技术员、网络工程师、计算机系

统分析师等。 CS 就业方向有开发、测

试、培训、技术研究等。

从薪资上看，CS 是当之无愧的高

薪专业， 该专业毕业初期的薪水就高

达 7 万多美元一年， 程老师建议有留

学意向的同学多家对比， 谨慎选择相

关专业和院校。 本报记者 李雯文

到国外学计算机

先分清 CE和 CS

扫描二维码

关注黔学堂

看详细名单

在图书馆学习的孩子

林哲老师

做家务、看名著、看节目、燃烧卡路里等都囊括其中

调查数据显示：

过半学生家长

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