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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岳春红

近期，常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
导中心接到数起关于亲子关系、家
庭教育等方面的咨询，记者整理了
部分典型案例，供读者参考。

Q：女孩最近沉迷网络，有时
玩手机玩到凌晨。妈妈想和孩子
聊聊玩手机的问题，但遭到孩子
拒绝。应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A：孩子的网瘾问题仅仅是一
个表面现象，其背后的心理因素
更值得父母关注。对于孩子而
言，她想在虚拟世界里满足交流
与情感的需求，寻找现实生活中
没有得到的归属感、成就感、安全
感等。

作为父母，首先要保护孩子
的自尊心，尽量以鼓励为主，多鼓
励孩子的进步和努力。其次，父
母要以身作则，尽量减少在孩子
面前刷手机的时间，多参与孩子
的心理健康成长，可以和孩子一
起制定合理的电子产品使用计
划，逐步缓解其网络沉迷问题。

Q：孩子六年级，学习成绩还
不错，老师对孩子评价也很高，但
一回家就总爱跟父母顶嘴，甚至

爆发争论。争论后孩子就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自言自语。这种情况
应该如何处理？

A：首先，家长要了解，孩子情
商比较高，在学校里能体现良好
的公众形象，能学会情绪管理。
但毕竟是小学生，回到家里，压抑
的情绪会在安全的氛围里释放，
这是正常的青春期反应，也是必
要的。

其次，在和孩子沟通时，如果
孩子顶嘴，父母不要被权威受到挑
战之后的愤怒控制，一心想着用最
猛烈的话来打击孩子，让孩子闭
嘴。这也是孩子在房间里自言自
语的原因，即“带响的思维”。事实
上，孩子是个解决问题的高手，在
跟父母争论后，明明很不开心，但
没有选择抑郁或其他破坏性行为，
而是寻找第三方案，让父亲主动打
专家热线寻求帮助。

Q：女儿小学时期成绩很好，
上了初一反而不爱学习，爱玩手
机、写小说，成绩下降。母女之前
时常爆发争吵，母亲气不过会打
女儿，开始孩子还害怕，现在没任
何反应。母亲偷看女儿日记，上
面写着很多消极的话。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办呢？

A：关于学习，在接纳孩子现

状的基础上，母女一起制定切实
可行、具体、过程性的学习小目
标，约定手机使用规则，积极关注
孩子的动向，及时正向反馈，激发
孩子的学习成就感、自信心和内
驱力。

孩子目前正经历青春期。家
长要了解青春期的特点，关注孩
子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变化。不打
骂，多倾听，尊重孩子的想法，积
极沟通。

Q：孩子遇到问题和困难时，
常常会心情很烦躁，但不会伤害
别人或自己，妈妈担心孩子的抗
压能力太差、抗挫能力太低。最
近，母亲发现儿子晚上上网看网
络小说和图片，内含一些不太健
康的内容。儿子说是偶然点开
的，但是母亲发现了好几次，有些
担心。该怎么解决？

A：首先，家长要正确看待孩
子的情绪处理方式，允许孩子有
不良情绪，允许在不伤害、不破坏
的前提下用自己的方式处理情
绪，同时帮助孩子拓展更多的情
绪处理方式，让他有更多的选择
权。

其次，关于孩子浏览不健康
内容，父母可用合适的方式进行
性教育，同时，与孩子商定手机使
用规则，比如睡觉时，不将电子产
品放在卧室等。

如需寻求帮助，可拨打常州
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热线：
0519- 96111、0519- 86617789，
咨询时间：每天8∶30-22∶00。因疫
情防控要求，目前仍以电话咨询为
主。面询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关于亲子关系、家庭教育、学习力
等方面的解答

■杨曌 杨波 沈慧君 图文报道

本报讯 4 月 8 日，江苏省盐城
商会建湖经济组4位企业家将价值
上万元的 KN95 口罩、84 消毒液和
免洗手消毒凝胶等防疫物资送到常
州市朝阳新村第二小学，为助力学
校复学提供物资保障。

盐城商会建湖经济组有关人员
表示，疫情防控期间，商会尽己所能
履行社会责任，为抗击疫情贡献力

量。“这次为学校复课捐赠防疫物
资，主要是希望学校早日恢复正常
教育工作，迎接学生重返校园。同
时也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关心学校复
课工作。”

朝阳二小校长姚冬健代表学校
对商会捐赠表示感谢。据介绍，该
校已为复课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
安检、检疫、消杀、就餐、心理辅导、
核酸检测等方面，同时储备了一定
数量的口罩、洗手液、消毒剂、喷雾
器、体温枪等防护和消杀物资。

常州市朝阳新村第二小学

盐城商会捐物资，助力复学暖人心

■杨曌 武教宣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武进区
教育局了解到，在近日公布的江
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第十二期课
题评奖及第十四期课题申报工作
中，武进区共上报 3 项课题，均荣

获第十二期课题一等奖，在常州
市名列前茅；在第十四期课题中，
武进区共有 1 项重点资助课题、2
项重点自筹课题、3项立项课题申
报成功。

据悉，本次评选是在学校和
个人申报的基础上，经各设区市
教科院（教研室）初评、省教研室

组织专家二轮评审、省教科院院
务会议审定通过的。

近年来，武进区教育局坚持
以精品项目引领科研水平提升，
做好项目拉动的“底部”基础，突
出过程管理的“腰部”力量，做好
成果转化的“顶部”特征，培育高
价值、高水平、标志性成果。

武进教育

3项课题获省级一等奖

■杨曌 潘虹 图文报道

本报讯 4 月 12 日，新
北 区 龙 虎 塘 实 验 小 学 在

“复学第一课”中，围绕“让
疫情滋养生命成长”对全
体学生进行了一场意义深
远的生命教育。

班主任带着龙娃虎妞
从《这场战“疫”常州很拼》
微视频开始，感受家乡常州
在这次疫情中所付出的努
力，继而组织学生交流本次
疫情期间印象深刻的人和
事，从中挖掘成长的素材，
引导他们明白生命的价值，
懂得珍爱生命的同时，向抗
疫先锋人物学习。

“成长思辩台”环节，
高年级班主任组织学生将

某些国家“个人至上、自由
至上”的理念与我国“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进
行 对 比 思 辩 。 在 此 过 程
中，同学们逐渐体悟到中
国坚持“动态清零”的原因
和底气，明白了中国人万
众一心打赢防疫硬仗的决
心。疫情在龙小教师的教
育智慧中，化为滋养学生
生命成长的养分。

此外，班主任们还结
合 安 全 教 育 日 的 学 习 视
频，组织学生进行交通安
全学习，普及实用的生命
安全教育。

复学的同时，学校也
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通过

《复学“心”适应》心理健康
教育微课，让孩子们感悟生
命的张力，积极展望未来。

新北区龙虎塘实验小学

化疫为机，滋养学生生命成长

我是洋妈-12：我家老
大书都寄回来了

康 12 年级：这大学上
得⋯⋯我家丫头又线上课
了。这学期又出不了校门
了，上学期校门开了俩星期

晔妈-12：我们线下课
好像只上了两个星期，一
直都是线上网课

我是洋妈-12：寒假直
接连着暑假放了

坤妈-大 1：唉，不过

也差不多，我家这虽然老
早开学了，现在还不是网
课？上周把羽毛球拍给寄
去了，好歹有小伙伴锻炼
下身体

徐妈大一：我们家一
直是线下课的，结果上月
底因为疫情也开始线上课
了，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
恢复线下课

坤妈-大 1：都盼望着
呢

都盼望着线下课

教育
问答

，晚报教育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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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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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常州晚报“教育问答”栏目问题征集中——
如果您在亲子教育、升学考试、学区政策等方面有任何疑

问，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将连线权威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参与方式：关注“常州第 1 升学”微信公众号（微信号：CZ-

DYSX），在后台留下您想问的具体问题+联系方式，我们会第一
时间给您答复。咨询电话：88066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