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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再 有 一 周 ，就 要 中 考
了。家有考生的家长，心理上的
担忧、精神上的压力不会逊于孩
子。在这种情况下，亲子间心灵
上的沟通，精神上的支持显得格
外重要。可是有的时候，他们难
免沮丧，做家长的好心交流，孩
子却不愿沟通，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的情况呢？

A：这与孩子的特点以及亲
子间的互动模式有关。十四、
五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他
们 的 自 我 意 识 得 到 了 极 大 发
展，他们渴望独立思考，需要自
己的空间，需要自由，需要被尊
重，理解，认同，一旦这些需求
不能得到满足，就不愿向父母
敞开心扉。同时，沟通的内容、
方式以及孩子是否有收获等，
都 将 影 响 到 亲 子 间 沟 通 的 质
量，以及孩子是否愿意进行下
一次沟通。

Q：作为家长，应该如何有
效与孩子进行沟通？

A：家长首先要清楚沟通的
目的是什么。如果不能发挥信
息互通、精神支持的积极作用，
仅仅是家长为了缓解自己的焦
虑而重复同样的话题，那么这样

的沟通可以少些甚至不要。
一些家长与孩子沟通时往

往从自身的需要出发，而不是孩
子的需要，你想知道的可能并不
是孩子想谈的，他不愿谈，一定
有他的原因，强制地让其谈很可
能不欢而散，甚至会带来新的问
题。所以，花一点时间和精力真
正了解现阶段的孩子，从孩子的
现实需要出发，和他真诚地交
流，当他觉得是自己所需要的内
容，自然会说出真实想法，也会
考虑家长的意见和建议。

当然，要尊重沟通中的孩
子。既然是沟通，沟通的双方应
是平等的，否则便是谈话、训话
或是命令。当孩子与家长的观
点不一致时，他坚持自己的声
音，我们是让他听我们的？还是
给他一定空间，给他一次成长的
机会？

最后，保持学习状态，提升
沟通质量。“听话”“好好学习”

“没出息”，这是《家庭杂志》调查
的中国家长最爱对孩子说的三
句话。“听话”是好孩子的行为准
则，“好好学习”是孩子的奋斗目
标，“没出息”是对孩子恨铁不成
钢的斥责。这样的沟通能有效
吗？孩子通过学习，了解的信息

越来越多，对事物的认识也越来
越深刻，如果我们无法跟着孩子
的成长而提高，那么我们对孩子
的指导将会大打折扣，无法收到
理想的效果。

Q：看着孩子身心承受着较
大的压力，做家长的可以做些什
么呢？

A：在 这 里 给 家 长 一 些 建
议。中考复习，对于学生而言，
无论在精神、体力和意志上都是
考验，很多时候需要家长给孩子
以精神的支持。孩子孤独时，陪
他聊聊天，聊天时切忌以教训者
和教导者的身份出现，更多的时
候只需扮演好倾听者的角色就
行；孩子烦躁时，伴他散散步、打
打球，参与到他的活动中去，以
文娱的方式缓解压力；孩子遭到
挫折时，家长就是“打气筒”，尽
可能地为孩子做好分析和参谋，
予以肯定和鼓励。这样，你陪伴
的身影会是孩子奋发的动力和
心灵的依靠。

Q：有家长表示，最近孩子
情绪波动有些大，应该怎样有效
地安抚他？

A：随着中考时间的临近，有
的同学情绪状态较为稳定，有的
学生会出现情绪波动较大的情
况，这时来自家庭的心理支持格
外重要。家长和孩子沟通时，首
先要觉察和调节自己的情绪状
态。面临大考，家长有时也很紧
张，甚至比孩子更紧张，为了缓解
这种状态可能会“提醒”和“指导”
孩子，殊不知会让孩子烦躁与抗
拒。觉察自己的情绪状态，适时
调整，让平静的自己面对孩子。

考前学生可能会有更多自
主安排学习和生活的机会，有的
孩子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和考虑，
家长并不赞同。这时需要耐心
听一听孩子的想法，接纳其合理
的部分，肯定其积极的方面；对
于有分歧的部分，大家心平气和
陈述观点。不是太出格的话，给
孩子适度的掌控感会激发更多
的热情。

考前适度的紧张有助于考
试的发挥。多给孩子一些积极
的暗示，如“你这么努力，复习得
很充分，一定会很好，我们相信
你”，多从积极的角度看事情，帮
助孩子增强信心，鼓舞斗志。

名师：亲子沟通要讲求方法

中考临近，想与孩子沟通却不被理会

阳 阳 妈 - 12：@ 我 是 洋
妈-12 丫头昨晚平静了吧

我是洋妈-12：答应我不
多想了，没那么容易不多想

阳阳妈-12：我家昨晚也
嚎了三个多小时才平静，这
会儿还在睡着呢。考到哪算
哪，自由发挥

我是洋妈-12：她就是觉
得按她平时成绩能冲一下心
仪的院校，考完发现不行，一
时接受不了

3.5爸_18年级：能上的
我是洋妈-12：我一直和

她说的，不管最后成绩怎么
样，努力了就行了，没事的

阳阳妈-12：我家还没
起，我也不着急，状态最重要

我是洋妈-12：我家努力
了有很大进步，稳定发挥本二
还是稳的，突然觉得可能没希
望了，她心理落差有点大

范范11：考试才刚开始，
怎么就觉得没希望呢？肯定
行的

我是洋妈-12：我让她不
要和同学对答案，她说好没
对，但同学们在旁边说，她听
到就知道自己错了，就开始
难过了

悠闲的萝卜-十年级：正
确答案又没出，到时候出了
分数可能是惊喜呢

范范 11：我家考试结束
从来不会对答案，因为他不知
道自己的答案。心态倒好的

考完不要对答案，影响心态

本报讯 日前，新北区教育
局联合新北区文明办、新北区未
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在常州市
河海中学举行全区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工作培训，来
自各校的 50 多位专兼职心理教
师参加。

活动中，河海中学李燕老师
执教了一堂关于生命意识主题
的心理健康教育课——《成长之

路》，给予参会老师颇多启发。
李燕引导学生讲述成长中发生
的开心、不开心的事，共同探讨
应对策略，畅想美好的未来。

随后，在新北区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研讨会上，泰山小
学心理老师刘婷围绕“坚守本
心 心怀未来”主题，给大家展示
了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河
海中学李燕老师围绕“呵护少

年 共育未来”主题，分享了中学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建议。最
后，新北区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
心刘丽娜老师就“如何建设和布
置心理咨询室”与大家作分享，
从心理咨询室建设的必要性、地
点的选择、设施设备、规章制度、
咨询材料整理等方面进行介绍，
指导各级学校建设标准化的心
理咨询室。 （沈含嫣 杨曌）

新北区举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

呵护生命，从“心”开始

本报讯 临近期末，武进
区实验小学开展“美德积分
卡”兑换活动，孩子们积极参
与，收获了快乐与成长。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
让学生充分发现身边典型，
树立美德榜样，激发学生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意识。

伴随着悦耳的音乐和老
师动听的讲述，一、二年级的
小朋友们开启了美妙的绘本
之旅——《真的很特别》，老
师还设计了一些有趣的问
题，帮助小朋友们更深入地
了解故事情节发展，理解绘
本故事内涵，体验阅读的乐

趣；三、四年级的同学们来到
了古色古香的季子堂，老师
与同学们分享了记忆的两种
方法，同时做了几个专注力
小游戏，训练学生的听觉专
注力和反应能力，趣味性与
知识性相结合的课堂赢得了
同学们的一致好评；科学实
验室中，五、六年级的孩子们
根据“形状与结构”单元知
识，进行创意拼搭，锻炼手
脑、提升智慧，极大地调动了
学生探索科学的积极性，让
每个孩子在活动中体会到科
技的魅力。

（杨曌 武教宣 图文报道）

武进区实验小学

美德换积分
引领校园文明新风尚

义务诊断
义务诊断名师家教

名师家教

“常报·名师家教义务诊断”预约中——

如果您的孩子哪门学科比较薄弱，或是对家庭教育存在
困惑，我们对话一线名师，为您排忧解惑。

如有需要可在“常州第1升学”微信公众号（CZDYSX），或致
电88066267，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即可。

，晚报教育
幼儿生家长群

89672273
小学生家长群

114205837
初中生家长群

65472317
高中生家长群

60473283

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时间：本周三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名师档案

李锁芳
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常州
市优秀心理辅
导教师、常州
市优秀教育工
作者

记者 杨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