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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本周一，晚报教育家长群
里，“雪泥”在线求助：“家有八年
级男娃，做作业磨磨叽叽，经常
磨蹭到深更半夜，搞得一家人没
法好好睡觉，有什么办法能改掉
他的拖延症？”此问一出，立即引
起群内家长的共鸣。

“孩子作业拖拉”这个话题，
似乎会从小学延续到高中，只要
作业还在，拖拉问题就在。因为
习惯性拖拉，导致学生学习力下
降，自信心不足。如何治好孩子
的拖延症？来看记者调查。

家长
“我实在搞不懂，他

为啥白天不快点做？”

“雪泥”告诉记者，儿子平时
放学回家，喜欢磨蹭到很晚才开
始做作业。“而且他一定要先打
游戏，不管作业多少、有没有完
成，即便跟我们约定好了也没
用。”“雪泥”说，到了睡觉时间，
让他不要做作业了，他就是不
肯，一定要做完才行。

到了周末、假期，躺平、睡
觉、发 呆、看 手 机 成 了 娃 的 日
常。“有时人坐在书桌前，但就是
不见写作业。好不容易写两行
字，能写两小时，一个上午一项

作业也做不完。直到假期最后
一天，他才肯开始做，有时要做
到很晚，早上起不来。”对此，“雪
泥”颇为无奈。

令“雪泥”奇怪的是，孩子的
老师都反映其在学校里的表现
很好。“可是他一回家就爱发脾
气，父母不能多管，也不能进他
的房间。”

心理老师
拖拉只是表象，根

治需找对症结

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常
州市十佳心理工作者朱珏看来，
对待孩子作业拖拉，家长一般使
用的解决方法就是“催催催”，然
后怒吼混合情绪爆发，事实上到
最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她认为，
孩子拖拉只是表象，其根本原因
在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孩子缺乏内部学习动
机，行为驱力不足。一部分孩子
在学习上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成
就体验，学习本身对他而言不是
自己想做的事；另一部分孩子会
因为家长一时的外部激励而驱
动，可是外部的动机不能在学习
过程中时刻感受到，特别是在孩
子得到满足后或是对外部激励
物品的需求降低时，就再也没有
动力去学习。朱珏建议，家长要
把学习的重点放到“求知”的本

质上，从孩子感兴趣的学习内容
入手，或是让孩子从自己有能力
学好的内容起步，增强孩子学习
过程中的满足感，让他认同学习
的意义，也感受到成就感。

其次，孩子的学习能力跟不
上学习需要，完成学业的困难较
大。有一些孩子的拖延会明显
地表现在某一或是几门学科上，
这类孩子的拖拉往往是因为自
己不具备完成这项作业的能力，
或是困难较大，但是因为家长对
作业要求严格（超出自身能力）
或是得到的帮助较少、完成较慢
的情况就被认为是拖拉，久而久
之孩子面对这项作业就产生畏
难情绪，更加不愿意去迎接挑
战。面对这一类孩子的拖拉，朱
珏建议家长细心观察孩子的学
习困难所在，就他现有的基础提
出适当要求，并在他学习遇到困
难的时候，鼓励孩子面对挑战并
适当提供帮助。

此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
课外负担过重，孩子用拖拉来拒
绝额外的练习。“很多家长认为，
孩子仅仅完成学校里的作业是
不够的，需要自己‘加加餐’，就
会给孩子布置大量的额外作业，
这就造成孩子对于完成作业完
全不期待甚至排斥。”朱珏说，面
对孩子用“拖拉”来应对“鸡娃”，
家长要做好和孩子的沟通，对额
外练习的意义和必要性进行交
流并取得共识。同时家长也要
意识到，劳逸结合才是正确的学
习方式。

至于自律能力较弱，注意力
集中时间短的孩子，在严格的他
律模式下可以毫不拖拉，但是在
缺 乏 监 督 的 情 况 下 就 能 拖 则
拖。家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还
会发现孩子伴随着注意力稳定
性不足的情况。“这类孩子需要
帮助他们学会自主管理自己的
注意力，从他律入手帮助他稳定
长时间集中注意的状态，逐渐引
导他加强自律的能力。”朱珏说。

心理老师：拖拉只是表象，根治需找对症结

八年级男生爱“磨洋工”，两行字要写两小时

■杨曌 顾丽芳 图文报道

本报讯 6 月 10 日，武进区
洛阳中心小学开展“向往太空
日新娃拥抱摘‘星’梦”主题活
动。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
师生带着无人机与3D打印技术
走进洛小，与日新娃们一起开启
科技之旅，探索科学奥秘。

活动中，学校日新电视台小
主播为大家播报神舟十四号发
射盛况，同学们用画笔、双手把
摘星梦想变成一幅幅画、一个个
神舟号模型，为大家展示本次科
技创美节的优秀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通过
“吾有优学彩虹桥”App 邀请了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科技
社团来校，给日新娃展示无人
机、3D打印技术。在孩子们的惊
叹声中，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的师生讲述了无人机在救援、检
测、军事等众多领域的重大作
用，现场气氛被推至高潮。

洛阳中心小学学生中心主任
秦文告诉记者，依托“树人红盟”
打造的“吾有优学彩虹桥”项目，
学校成功对接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为洛小日新娃送来了人工

智能科技知识，在孩子们心中种
下了一颗“科技强国”的种子。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继
续教育学院副院长黄伟福表示，
学校依托“彩虹桥”公益项目把
无人机和 3D 打印技术带到洛
小，达到了用职业教育反哺基础
教育的目的。今后学校会面向
社会开展更多符合青少年身心
发展的技能体验、职业启蒙、职
业选择等科普培训活动，为服务
地方教育作出贡献。

武进区洛阳中心小学

高校助力日新娃
拥抱摘“星”梦

■杨曌 陈益峰 图文报道

本报讯 6 月 11 日，江苏
省奔牛高级中学举行西藏班
2022届学生毕业典礼。

短视频《在奔中的日子》
记录了三年中每位高三学子
成长的历程。毕业生代表高
三（13）班丹金央珍同学说出
了自己的心声：“高中三年的
成长之路虽然艰辛，但是在学
校的关爱之下我们茁壮成长，
收获了成长的喜悦。我们要
常怀感恩之心，不辜负党和国
家、父母和老师的期望。”

高中三年，班主任既是
老师又是父母，为孩子们的
成长倾注了真挚的情感；任
课老师为孩子们传道授业解
惑，生活老师为孩子们排忧
解难⋯⋯高三学生代表为陪
伴他们成长的每一位老师献上
了美丽的鲜花和洁白的哈达，
以表最真挚的谢意和敬意。

典礼上，高二学子用一
支具有藏族特色的舞蹈——

《艾桑央恰》为即将毕业的学
长学姐送上了美好祝福，祝
愿他们前程似锦。在欢快的

《毕业歌》歌声中，毕业典礼
落下帷幕。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格桑花开，梦圆六月

阳阳妈：孩子说的话一
般都是往低的说，怕大家期
望值太高。我们家从初中开
始就是这样的，跟我说这次
没考好啊，你要有思想准备
啊，结果考了年级第一。问
他，你不是说考得不好吗？
人家振振有词地说，我是没
考好啊，可是我没想到别人
考得更差

菲妈 9 年级：妥妥的凡
尔赛啊

坤妈-大1：@阳阳妈 你
家这个确实没法比，我们只
有仰望的份

阳阳妈：我家这个可能胎
教做得比较好吧，还在肚子里
的时候就跟我一起去考试了

菲妈 9 年级：遗传基因
好

元元爸-12：我家的往往
是迷之自信，结果还是打脸

菲妈 9 年级：我家现在
脸都不打了

阳阳妈：这就是每个人的
性格不同了，有的人高调，有
的人低调。高调的人往往就
乐观自信，低调的人内敛稳重

坤妈-大 1：男孩子都是
超级自信

元元爸-12：我家的真是
应了一句去年很红的话“那
么普通却那么自信”

阳阳妈：可是再普通的
一个人，也是这个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

元元爸-12：独一无二是
没错啊，但是盲目自信也是
没有道理的

阳阳妈：我家孩子就是
太没自信了，发给我的表情
包都是负面的

坤 妈 - 大 1：男 娃 和 女
娃，妥妥的不一样

孩子的自信心跟性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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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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