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人农耕讲究春种秋收，作战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做任何事都要

把握好时机，教育孩子也是如此。家长往往注重如何去教育孩子，而通

常忽略了在什么时间去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孩子的时机问题。 如果

能选择比较好的时机去教育孩子，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

什么时候是最佳的教育时机？ 家长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孩子？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贵阳东升学校李松老师。

2018�年7月24日 星期二

教育成长

JIAOYUCHENGZHANG

A

24

编辑／版式 贺孝瑚 校对／王玲

订阅热线：85834880��85821740

小河区域：83906466�������三桥区域：86860184�����观山湖区（碧海）：84715554�����大营路区域：86860184

小十字区域：85820039���贵惠路区域：85980238���观山湖区（金华园）：82239839����乌当区域：86410008����

广告热线：0851-85860467��85842830

现在各地的高校录取通知书

开始陆续发放。 收获录取通知书

之后， 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可能会开始为学费、路费等发愁。

于是， 这段时间也成了一些

打着“资助困难学生” 旗号的虚

假信息、电信诈骗等的高发期。 在

这里要特别提醒新生和家长，要

提高警惕，谨防受骗。

“谁家今年有考上二本的家

庭困难的学生， 可携带录取通知

书和家庭困难证明到银川市工会

领取 2000元的秋季助学基金！ 低

保户新上大学学生， 去教育局二

楼报名，一年一万补助———” 这几

天， 一条消息在朋友圈和微信群

里广泛流传。

对此， 各地工会和教育局纷

纷表示， 这则网传内容是虚假信

息， 并提醒广大考生家庭不要轻

信，防止上当受骗。

近日， 银川市教育局在官网

上发布郑重声明， 表示从未发布

这样的信息， 将保留向散布不实

信息的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据介绍， 每年的高考录取和

入学期间， 都是针对学生的各类

骗局的高发期，为此，全国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提醒广大学生和家

长，要提高安全意识和甄别能力，

防范电信诈骗、“套路贷” 、“回租

贷”等陷阱。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

任马建斌表示，每年这个时候，都

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大家

一定要提高警惕， 遇到问题问老

师，问学校，问当地的教育行政部

门， 也可以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设立的中国学生资助微信

公众号，或者开通的热线电话，来

咨询来问答。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 2018 年

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分别是

010-66097980、010-66096590， 于

7 月 23 日至 9 月 12 日每天 8:

00-20:00 开通。 需要资助的大学

新生， 建议拨打这两个电话寻求

帮助。 宗和

伴随通知书来的 可能还有诈骗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提醒：

待人接物是孩子的必修

课， 家长们应该对这一方面的

教育精心安排。 当孩子和家长

一起出外做客或家中来客人的

时候，孩子都喜欢听好话、受表

扬，而不希望在客人面前丢人，

孩子的言行会不自觉地 “规

矩” 起来，平时的许多劣性也会

自动隐匿起来。

家长如能抓住这个时机，

在客人面前适度表扬孩子的优

点， 孩子将会引以为豪而继续

发扬； 或者是家长在适当的时

间教导一下孩子，比如，客人带

了礼物， 爸爸可适当提醒:“是

不是忘记说什么了？ ”如果孩子

还没意识到， 可对客人说:“谢

谢您送的礼物， 我代孩子谢谢

您！ ” ，这时，孩子会自然的学会

说“谢谢” 。 这样不仅仅教会了

孩子懂礼貌， 同时也减少了孩

子的逆反心理。

生活中， 教育孩子的好时

机还有很多， 不只是以上的几

个方面， 还有当孩子有崇拜的

偶像时、当开完家长会回来时、

当学校教师来家访的时、 当和

孩子一起旅游时……只要家长

留心发现， 原来教育孩子有很

多的时机，抓住这些时机，再配

上得当的方法， 对孩子进行教

育， 相信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健

康、快乐的成长。

本报记者 孙征康

教育孩子 要把握好时机

一、当孩子取得成绩时

当孩子经过自己的努力， 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此时定会处于兴奋

的状态，一方面，家长们要对孩子的

成绩给予积极的肯定， 当其受到夸

奖时，更会以此为动力，精益求精，

好上加好；另一方面，家长要善于抓

住这个时机， 在肯定和鼓励的基础

上，给孩子提出新的目标，化热情为

动力。 但同时父母也不能忽视孩子

因成绩的优秀而形成的骄傲的情

绪。

同时，孩子好胜心强，当孩子看

到别人取得成绩， 往往会暗自下定

决心：“我也要做出成绩来，而且要

做得比他好！”“每一个身心健康的

孩子都有争强好胜、 不甘落后的共

性。家长要抓住这一时机，和孩子一

块分析别人取得成绩的原因， 然后

对孩子提出适当的目标要求， 最后

一起探讨如何才能实现目标。 ” 李

老师说。

二、当孩子兴趣浓厚的时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孩子对

某一事情如绘画、弹琴、踢球等产

生浓厚兴趣时，往往产生积极追求

的欲望， 他们会自觉地去寻求知

识、去刻苦努力，做事情的主动性

会大大提高，因为这是发自内心愿

意做的事。

此时， 家长要及时地给予肯定

和鼓励，激励孩子深入钻研，取得优

异的成绩。 在平时要对孩子的行为

细心观察， 假如发现孩子对某些事

十分感兴趣，就要给予鼓励支持，把

握孩子的兴趣进行教育。

这样可能就会激发出孩子的聪

慧，指引孩子走向成功。

在这种时机中， 父母应该尊重

孩子自己的选择， 不应将自己的想

法或者是看法强加于孩子， 逼其去

做不愿做的事，学不愿学的东西。

“聪明的父母大多支持孩子的

兴趣爱好，并帮他们入门，发展的过

程中对其进行正确、科学的引导，教

其平衡发展，夯实知识基础，厚积薄

发，少走弯路。 ”李老师如是说。

三、当孩子犯错误时

孩子犯了错误后， 内心会产生

愧疚感， 此时对家长的教诲容易接

受，也愿意改正自己的过错。父母在

充分理解和体谅的基础上， 和孩子

一块对错误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明确指出孩子的问题所在。 但要注

意，千万不要过分唠叨，不能一味地

批评和指责孩子。

在人成长的过程， 犯错误不可

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

所以当孩子犯错误后， 父母应该和

孩子一起分析和解决错误， 引导孩

子面对错误， 这样才能让教育在好

的时机展现功能。

四、当孩子遇到困难时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难免

会遇到很多困难、挫折。 一旦遇

到困难和挫折， 孩子往往容易

失去信心。 例如，孩子在校运会

上因故没能拿到名次， 在最沮

丧的时候如果所听到的不是父

母的鼓励，而是“也不看看自己

是不是块料” 、“没得本事瞎逞

能”的讥讽，他必定对父母没有

好感， 以后对体育也很可能再

无兴趣。 所以在孩子遇到困难

时， 家长要积极肯定孩子的成

绩，对他的不足之处予以点拨，

一块探讨解决困难的方法，帮

助他重新树立信心，走出困境。

在战胜困难后， 孩子的自

信心会大大提高， 以后遇到同

样的问题也会知道如何去解

决。 李老师建议家长们：“在孩

子遇见困难时， 最好要鼓励孩

子，告诉孩子，他一定行，然后

给予孩子适当的帮助。 孩子成

功了，及时给予表扬。 这样孩子

心里就会有种克服困难的成就

感。 这对他以后的面对人生的

困难，就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成

为他克服学习、 生活中种种困

难的动力。 ”

五、外出做客或家中来客人时

7 月 20 日至 21 日，第六届全

国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商

学院） 院长论坛在贵州师范大学

花溪校区举办。

来自全国 41家师范大学的经

济与管理学院（商学院）院长、专

家、青年学术学者共 150余人齐聚

贵阳，共谋发展、分享学术。

据悉，为推动全国师范大学经

管学科青年学者的交流、为青年学

者成长搭建良好的学术成长平台，

今年，在举办全国师范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商学院）院长论坛的同

时，同期举办首届全国师范大学经

管学科青年学者论坛。

据了解，此次会议征集到有效

论文 67篇， 并通过专家评审和会

审，评选出了 18篇优秀论文。在论

坛主旨报告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工

业强省新阶段、大数据、工商管理

研究、一带一路等主题进行报告和

交流，还围绕“一流本科与一流学

科建设” 、“青年教师的培养” 进

行探讨。与会者就自己提交的学术

论文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青年学者论坛中，各分论坛

围绕数据经济与数据产业、互联网

与共享经济、 企业理论与公司治

理、创新经济与发展、量化经济史

与制度经济和宏观经济与金融进

行了研讨和交流，为与会者提供了

一次难得的学术盛宴。

本报记者 陈玲

师范院校专家 齐聚贵阳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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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年学者成长搭建良好的学术成长平台

一直以来，上大学和谁同宿舍，都是

学校事先安排好的， 所以室友是友善还

是奇葩，拼的是人品。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商学院推出大学新生可以自己选室友的

举措，在网上一片叫好。

杭商院学生工作部的负责老师竺华

稀向记者解释了选室友的流程： 学生登

录系统后，可以看到已登录学生的信息。

填一份个人资料，再找室友。 除了新生基

本信息外， 有无晚睡习惯、 电脑使用时

间、高矮胖瘦、来自何方、兴趣爱好、性格

特点……这些资料是公开的， 也就是每

个新生都可以看到对方填写的内容，然

后根据这些进行自主选择。 浏览了别人

的信息之后， 学生就可以以院系为单位

自行挑选室友，但如果你“倾心” 的室友

没选择你，不好意思，你们俩只能擦肩而

过。

如果未能“配对” 成功，就继续选，

直到找到自己的“真命小伙伴” 。

根据调查， 近几年杭商院学生在选

择室友这个问题上，有 81.4%的学生选择

了以“性格” 为主要标准。 在学生最喜欢

的性格中，“乐观、开朗、不矫情、善解人

意”这些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其次是室友

的学习情况， 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会考

虑这个因素。 不少学生都说，想要和学霸

做室友。

竺华稀说，其实，学生最看中的还是

学习态度，他们希望室友是“肯用心、肯

学习、有上进心的” 。

排名第三的是生活习惯，“爱干净，

讲卫生”是他们提及最多的。 另外，作息

时间、地域和颜值，也是学生考虑比较多

的因素。 还有些学生提出很个性化的要

求。 比如 “不喜欢打扮得太花哨的女

生” ，“会唱歌跳舞” ，“喜欢逗比室友”

等。 据《钱江晚报》

浙江工商大学

大一新生

可以自己选室友

进入暑假以来，江西省教育厅派出

4个督查组分赴全省督查发现， 部分学

校依然存在组织高中年级学生补课、组

织初三年级学生补课、向补课学生违规

收费、个别教师甚至私自组织有偿补课

等行为。

记者了解到，督查组此次共督查了

全省 33 个县（市、区）的 71 所中小学

校，其中违规补课的学校有：修水县琴

海学校、南城县第一中学、南康中学、都

昌县第三中学、广丰中学、南昌高新区

艾溪湖中学、鹰潭市第三中学、永丰中

学、泰和中学、上栗县湖塘小学等。 对于

这些违规补课的学校，督查组已当场下

达整改通知单，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补

课行为，并继续跟踪问效，视情节轻重

严肃问责追责。

江西省教育厅重申，除在自愿和不

收费前提下可根据教学需要对即将进

入高三年级的学生适当安排补课外，全

省中小学校一律不得在暑期组织学生

集体补课或上新课，不得利用暑期举办

学科培训班、特长班、奥赛班、兴趣班、

提高班等， 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

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

据新华社

暑期违规补课

一批学校被点名

江西派出督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