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贵阳市南明区尚义路

小学举行了纪念少先队建队 69

周年活动。 活动中，非遗传承人受

聘成为红领巾小社团辅导员，将

非遗文化带进校园。

活动现场， 全校少先队员在

国旗下高唱队歌， 礼仪队员为新

任辅导员佩戴红领巾、授聘书，为

新中队委（队长）授标志。

受聘成为尚义路小学红领巾

小社团专业辅导员的非遗传承人

李群说，每周四 15:30—17:00，她

会教五年级的孩子们蜡染和彩色

蜡花。 孩子们喜欢她的课，上课积

极性很高， 这也是她在尚义路小

学授课的第二个学期。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

史文化的 ‘活化石’ 、‘民族记忆

的背影’ 。 非遗进校园，拉近了学

生与传承人的距离， 增进了学生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 增强

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提高了学

生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水平、 保护

意识、传承信念。” 校方负责人、少

先队大队辅导员马良刚如是说。

邓丽娜 本报记者 孙维娜

美国教育孩子 12法则的核心：

永远要让孩子看到希望

美国教育孩子十二“法则”是从儿童心理发展特点衍生出来的，其中最为关键的

是永远要让孩子对未来充满希望。在美国，很多普通家长也会通过请教学校老师辅导

员或参与儿童组织志愿服务接受培训，而掌握较为专业的教育法则，运用到家庭教育

中去。 浏览这些法则，其实很多与我们中国人的教子之道并不矛盾，只是在具体实施

时需要知道如何顺应社会环境。但也有些是中国人缺乏的，需要补课或矫枉过正地改

进。 下面逐条分析一下这些法则的应用。

2018�年10月16日 星期二

教育成长

JIAOYUCHENGZHANG

A

13

编辑／版式 贺孝瑚 校对／王玲

归属法则： 保证孩子在健康的家庭

环境中成长

这条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哪

个家长不想给孩子创造健康环境？

但实际上也不尽然， 有些家长有此

心却不懂如何做。 比如说，过分溺爱

娇惯顺从孩子，由着孩子瞎吃瞎玩，

不锻炼不劳动， 养成不健康的生活

习惯。 孩子变得好逸恶劳或者过分

沉湎于某些嗜好（如电子游戏），罪

魁祸首也多半是家长的怂恿。

家长之间有矛盾经常争吵，也

是很不正常不健康的环境。 如果家

长打骂孩子，更属于虐待，对孩子的

身心健康极为不利。 破碎家庭、长期

分离的家庭更让孩子缺少归属感。

如果家庭变化不可避免， 家长要用

正面的健康的方式来安慰疏导孩

子， 而不可采取疏于管教或溺爱或

过分严厉等极端措施， 更不能因家

庭破裂而迁怒于子女。

希望法则：永远让孩子看到希望

家长们都是对孩子寄予希望

的， 但是否永远用正面鼓励的话语

让孩子们看到希望， 认为自己确实

有希望呢？ 如果你是一位家长，爱对

孩子喊：“你怎么这么笨” ，“这么没

出息” ，“你算是没指望了” 之类的

话语，站到孩子的立场想一想，自己

会看到希望吗？

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善于说好听

的话，尤其对孩子，无论他们做得如

何， 都常夸奖说：“干得好” ，“太棒

了” ，“你真是天才”之类。这就是采

用希望法则来正面激励孩子。 中国

很多家长则对孩子期待值过高，却

不善于用希望法则， 而爱找差距挑

毛病，孩子得了 95 分，还非要追究

为什么丢了 5 分。 这种高标准严要

求兴许适得其反， 会扼杀孩子的很

多希望使其灰心丧气。

力量法则：永远不要与孩子斗强

成人总是比孩子有力量， 无论

是拼体力还是斗智能和经验， 因此

大人与孩子较劲斗强本来就不平

等。 当然，大人可以和孩子比赛一些

他们擅长的具体项目，比如下棋等，

但不要完全以输赢为目的。 家长、老

师以及与孩子关系密切的成年人，

不可采用与孩子赌气、 硬比等方式

去刺激孩子。 对心理感情处于不成

熟阶段的少儿来说，“激将法” 是不

合适的。

如果孩子与大人吵架赌气，无

论谁有理， 大人都要主动与他们和

解。 成年人还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

误，尤其对孩子，该道歉该认错要及

时进行。 如果家长知错不改或不认，

觉得在孩子面前认错是丢脸， 也会

让孩子学得固执己见。

管理法则：在孩子未成年前，管束是

父母的责任

“子不教，父之过” 在哪里都通

行。 未成年的孩子自我克制能力尚

不成熟， 因此父母必须负起责任来

管束。 但这种管束应该是充满亲情、

人性化、科学而理性的，而不可把孩

子作为私有财产来任意修理摆布。

也不可采用简单粗暴的命令式，毫

不顾及和尊重孩子的想法和人格。

另一方面， 未成年孩子把家长

视为靠山，合理的管教关怀，会让孩

子们有安全感和被支持感， 遇到问

题危难会求助于家长。 如果家长平

时对孩子的一切（学业、表现、爱好

等）太听之任之，好像是给孩子更多

自由， 但孩子却会感觉家长对自己

“不在乎” 而产生疏远。

声音法则：要倾听他们的声音

平等地对待孩子， 给他们发言

权，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才会说出

真实思想。 如果大人不尊重孩子的

想法，忽视他们的心声，久而久之，

他们会不敢对家长说真话， 不爱与

家长交流。 而且，家长是孩子的老师

和榜样， 如果家长不耐心倾听孩子

的话，孩子也会学样，不肯听大人的

话，以至不懂得如何尊重他人。 对年

幼的孩子，哪怕他们讲话词不达意，

大人也要耐心地与他们交谈。

任何粗暴打断或嘲笑他们讲话

的行为， 都会对孩子产生伤害，可

能会影响他们的表达能力而羞于

在人前开口，也或许反之，令孩子

非要不合时宜地插话以引起大人

的注意。

榜样法则： 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榜样

作用是巨大的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是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 家长检点言行极为

重要，孩子的教养、兴趣、爱好等，多

半来自生长环境的耳濡目染。 父母、

兄姐、亲友、师长、社会关系等都对

孩子产生影响。 母亲对于女孩，父亲

对于男孩的影响颇为重要， 双亲不

全或者亲子分离过久， 对孩子的成

长显然不利。 这里的十多条法则其

实都可以用言传身教灌输给后代。

除了家庭内的榜样， 也要注意

所交往的社会关系和常去的场合对

孩子的影响， 因此家长交友就要检

点。 对少年来说，同伴的影响超过家

长， 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往往会决定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 家长还要关注

孩子喜欢看的媒体影视片， 了解他

们心目中的偶像是什么样。

如果发现孩子误交损友， 不要

武断地阻止他们来往， 而要了解情

况。 孩子们都需要友谊，害怕孤独，

有些孩子是因为搬家转学到新环境

没有朋友，而与一些“边缘孩童” 为

伍的。 家长还应该感激这些“朋友”

帮助自家孩子排解孤独， 但更要让

自己的孩子认清他们的优缺点，往

正面影响他们。 另外要为孩子寻找

和扩展新的健康友谊圈， 家长要想

法结识孩子的老师和同学家长，鼓

励孩子参与健康的校内外活动。

求同存异法则： 尊重孩子对世界的

看法，并理解他们

孩子和成人的看法不同， 他们

会有很多不符合常规的幻想。 其实

这些正是童心的可爱之处， 如果大

人认为孩子的想法奇怪而泼冷水，

会扼杀他们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也

会让他们因为得不到理解而失望。

很多时候， 纯真的孩子才有客

观的看法， 敢于说出真理。 童言无

忌。 要结合“声音法则” ，鼓励孩子

敢于表达， 正面肯定他的想法。 当

然， 如果一些看法说法脱离实际或

者会引起麻烦，也要耐心地解释。 思

想和思维方式不成熟的孩子们，往

往还无法进行多方位思维， 而只会

延续自己的思路， 因此对事物考虑

不周全。 家长要尽可能理解少儿思

维的特点， 可以采用把复杂事物分

解简化的方法， 分期分批地向他们

解释或征求他们的意见。 凡是与孩

子自己有关的事情，例如搬家转学、

选课外活动、参加考试比赛等，一定

要先与孩子商量解释， 哪怕不能完

全遵循孩子的意见， 也要让

他们觉得家长是征求了他们

的看法的。

惩罚法则：这一法则 易使孩

子产生逆反心理，慎用

单纯的惩罚，尤其体罚，

是非常负面和拙劣的教育方式，

也是不文明的， 从小被暴力处罚

的孩子， 很多长大之后也会有暴

力倾向。 因此不提倡使用惩罚法。

但不是不可以批评孩子， 也可以

采用适当的方式做些处罚。 但前

提是， 必须要让孩子认识到做错

了事， 甘愿接受处罚， 以便下不为

例。 惩罚方式也要合理，可以采取不

让他们做喜欢的事情， 比如可以罚

其几天不看电视； 决不能不许孩子

吃饭，或者罚站、打骂等。

另外， 因为连孩子们都知道惩

罚是负面的， 千万不要把一些应该

做的正面事情当作处罚。 比如罚孩

子劳动、睡觉，会让他们认为劳动和

睡觉是坏事从而产生厌恶情绪，一

做这些事就会有被处罚的感觉，造

成心理阴影。

后果法则： 让孩子了解其行为可能

产生的后果

有时候， 孩子惹了什么麻烦或

想做什么标新立异的事情， 连成人

都没搞清楚其后果和危害， 就对孩

子横加指责或阻止， 这当然无法服

人。 若要教育得孩子心服口服，家

长、 老师等成年人首先要周密思考

每件事的前因后果， 然后好好与孩

子谈谈，可以从后果的好坏开始，反

过来解说该不该这样做，晓之以理，

孩子会明白的。

其实后果也不都是负面的。 成

年人的阅历比少儿丰富， 应该更具

有预见性。 比如在指导孩子选择兴

趣专长或申报学校时， 家长可以对

前景作些调查， 并根据孩子特点鼓

励其往哪方面发展。 然而，如果没经

过自己头脑分析思考， 仅仅随大流

赶时髦人云亦云， 不是有效的后果

分析法，往往会耽误孩子。

结构法则： 教孩子从小了解道德和

法律的界限

法律是社会结构稳定的保障。

要实行这条“结构法规” ，家长们更

重要的是先教育自己。 在法制社会，

教育孩子做到这点并不太难， 法制

教育融汇在社会生活和学校教育之

中，孩子们从小就受到全方位熏陶，

心中都有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 或

许有人以为美国很开放，但实际上，

美国人对待道德感情、家庭责任等，

大都不会超越底线， 也少有人因帮

亲友而腐败违法的。 因为他们心中

有原则，知道越界就是犯罪，不能为

了迁就亲人而触犯法律。

有的家长没有法制观念， 需要

检点自己的言行习惯是否逾越了这

些底线， 如果不能以身作则为孩子

树立遵纪守法的榜样， 那么孩子也

会目无权威， 表现得无法无天无规

矩。 曾经有位家长抱怨其上高中的

女儿成为逃学逃家的“问题少女” ，

当我听到这位家长当着孩子的面炫

耀自己如何把违禁物品带进美国等

“光辉业绩” ，就不奇怪为何她的孩

子会蔑视校规。

二十码法则：尊重孩子的独立倾向，

与其至少保持二十码的距离

这个“二十码” 是个象征，说明

美国人注重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

性，给孩子留出心理空间。 家长不必

处处围着孩子转， 你觉得是关心照

顾他们， 孩子们却觉得家长控制得

太严。 也应允许孩子保有自己的隐

私， 有自己的主动权和决定权。 当

然， 家长还是要在二十码之外注视

着并随时准备切入， 而不能跑到二

百码或二百里之外撒手不管。

家长对孩子的管理管教， 应该

注重大的方面， 尤其要根据孩子的

年龄。 年幼的孩子生活学业上或许

需要比较具体细致的指导， 但也要

适当给他们机会锻炼独立性。 进入

青春期的孩子则最烦家长事无巨细

的询问唠叨， 这个年龄的孩子不爱

搭理人， 但并不代表他们没听见家

长的话。 因此，家长不要没完没了地

重复一番话直到他们反应为止，这

会引起孩子的反感。 可以事先告诉

孩子，无论好事坏事只说一遍，如果

你不听耽误了，是你自己的责任。 与

其成为被烦的唠叨家长， 不如豁出

去让他们耽误一两次而换取教训。

四 W 法则：任何时候都要了解孩子

跟谁在一起 （who）， 在什么地方

（where），在干什么（what），以及在

什么时候回家（when）

有些家长看起来对孩子操心管

制很多， 可到时候却不知道孩子的

这些Ｗ，这可算不上好家长。只有上

面所有各条法则都做得差不多了，

孩子才肯对家长说真话， 家长也才

能了解到这些Ｗ。

有些家长舍得掏钱送孩子去昂

贵的私立寄宿学校，除了学业考虑，

还觉得管理严格的私立学校能给孩

子较好的成长环境。 但家长也应该

自问一下动机，把孩子完全托出去，

是否图省事而把家长应付的责任推

给学校呢？ 有了可靠的学校来管教

孩子， 是否家长就不用操心这些 Ｗ

了？

其实，教育培养孩子的过程，也

是家长学习成长的过程， 过早让孩

子离家寄宿， 家长会失去这样一段

虽然辛苦却非常有意思的人生时

机。 即便孩子去了寄宿学校，有老师

管教， 家长仍然不可忘记自己的责

任，依然要随时了解这些Ｗ。

在网络时代成长的孩子们，已

经离不开网络交往， 家长同样要关

注网络世界的这些Ｗ。 孩子不是不

可以结交网友，但不可瞒着家长，尤

其不能背着家长与网友见面。 家长

则不要武断禁止孩子以不同方式结

交朋友，而要试图了解这些朋友。 而

且，家长自己也要做出榜样，因公因

私外出时都要及时通报家里人这些

Ｗ，这样做也会让孩子感到，告诉家

人这些Ｗ是义不容辞的。

张粉霞

日前， 中国少年先锋队贵阳

市实验小学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该

校道德讲堂举行。

此次少代会以“争做新时代

好队员·集结在星星火炬旗帜下”

为主题， 旨在带领少先队员争做

新时代好队员， 增强少先队员光

荣感和组织归属感人。

据实验小学大队部老师介

绍，少代会前夕，学校就在升旗仪

式上开展少代会提案征集、 少先

队心愿卡征集等活动。 各中队也

通过主题班会建队角等多种形式

进一步认识少先队。此外，过去一

年来， 学校大队委员会以小学生

日常行为规范为抓手， 组织各中

队队员继续学习《队章》、《小学

生守则》等，加强学校学生的礼仪

教育与训练。同时学校还以“生态

教育” 为理念，开展以培育“核心

素养” 为目的、“生态德育” 为主

题的各月德育活动。

学校校长钟海燕表示， 此次

代表大会结束后， 实验小学将继

续引导全校少先队员争做党的好

少年， 组织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

动， 加强少先队员自我管理和少

先队自身建设。

周梅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阳市实验小学

举行“少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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