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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许多家长不知该如何
表扬孩子，要么表扬泛滥，要么错误表
扬。怎样做一位智慧表扬孩子的家长
呢？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法宝“黄金五
步赞美法”。

第一步：找准事实
表扬要具体，表扬得越具体，孩子

越容易明白哪些是好的行为，越容易找
准努力的方向。当孩子从幼儿园回到
家，开心地告诉你：“妈妈，我今天和小
朋友玩得可高兴了！”这时，家长们要抓
住关键点，具体表扬到事件，可以这样
说：“哦，妈妈祝贺你，今天你又多了一
些好朋友，还和他们愉快地合作玩游
戏，不错哦！”切记泛泛而说：“你太棒
了！”到底棒在哪里了？孩子一无所

知。找准事实具体表扬，会让孩子继
续保持做得好的地方，做得更

好。

第二步：表达感受
当孩子向家长表达自己的想法，讲

述自己的故事时，家长们及时地向孩子
表达出自己的感受与认同，会使孩子从
心底接受进步的行为，进而更加坚持去
做。例如大班的男孩子认真写下自己
的名字，拿给家长看时，家长们可以这
样说：“宝贝，你的名字写的就像你的人
一样，认认真真、堂堂正正。”这让孩子
从心底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名字和书
写是十分认同的，今后他会更加努力地
写好自己的名字，也会更加爱自己，做
一名勇敢、认真的孩子。

第三步：询问做法
当孩子跟家长讲述一件事情时，我

们适时问一句：“孩子，你是怎么做到的
呢？”家长的好奇一问让孩子感受到原
来爸爸妈妈也要向我这个小老师求助
呢，内向的孩子就愿意敞开表达。孩子
讲述的过程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逻
辑思维和社会交往能力，也在讲做法的
过程中了解自己的优点，体会不足。就
如写名字，孩子们讲完自己是怎样写出

后，家长可以适当鼓励：“哦，原来你握
笔的姿势很准确，坐姿很工整，所以才
把自己的名字写得这么好啊！”孩子经
过自己的讲述，再得到家长总结性的肯
定，就更加认同自己做得好的地方，并
能坚持做下去。

第四步：表达感恩
鼓励孩子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感

谢别人，能促进孩子逐渐形成积极的人
生观，建立健康的心态。游戏是学龄前
儿童最主要的活动与学习方式，孩子们
爱游戏、爱玩具，当孩子告诉家长自己
在幼儿园和小伙伴分享玩具时，家长有
机引导孩子：“幼儿园的老师和阿姨们
让你学会和小伙伴们分享玩具，那其他
的小朋友以后也会和你分享，你就会有
更多的朋友，更多的玩具玩啦。宝贝，
老师和阿姨真好，你要谢谢她们，亲亲
她们！”一段话语，饱含了赞美与殷切期
望，引导孩子学会感恩。

第五步：充值自我
教孩子学会感恩他人，更要

教孩子感恩自己。当孩子第一次学
会独自用餐时，家长们要赞美：“孩
子，你要感谢自己，你勇敢地独立吃
饭，不挑食，妈妈为你感到骄傲！”当
孩子第一次参加跳蚤市场当“老板”，
顺利卖出一件玩具时，家长们要赞美
孩子：“孩子，你要感谢自己，你把自
己的玩具介绍得那么好玩，还跟客人
演示玩法，客人都夸你介绍得好呢！”
当孩子尝试垒高，不断失败，不气馁，
坚持到底终于成功时，家长们要赞美
孩子：“孩子，你要感谢自己，因为你
的不怕困难、善于动脑、勇于尝试，
获得了成功，妈妈也要向你学
习！”鼓励孩子感恩自己能
迅速提升孩子的自我价值
感，促进孩子积极向上
发展。

应用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张文新
教授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通过同
伴关系的测量，把在与同伴交往过程
中总是被同伴拒绝、排斥的幼儿，称
之为“被拒斥的儿童”。被拒斥的儿
童在同伴交往中经常表现出许多攻
击性行为，在班级中常常被小朋友甚
至是老师讨厌。在我们中一班，也有
这样一名被拒斥的孩子---成成。他
极度活跃，不遵守班级常规，时不时
的就掐别人一下，打别人一下，总有
孩子一脸气愤的到老师身边告状：

“老师，成成他又打我了！”

爱打人的成成
中班下学期刚开始两个礼拜，我

就有了一件烦躁、忧心的事，因为中
班上学期总是请假的成成在本学期
正常入园后，无法和同伴友好相处，
总是攻击别人，破坏别人的游戏，捣
乱课堂常规。

我对着被大家认为“总是犯错
误”的成成无计可施，忧心忡忡，再接
到关于成成“告状”的时候，我几乎都
不想再花时间、气力去追寻原委了，
总是用最直接、粗暴的方法，说“成成
请你站起来，一个人待一会儿”。但
每当事后情绪平静下来，我意识到这
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待一个孩子持
否定态度，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
失去了对孩子最起码的耐心和尊重，
即使他是一个被拒斥的孩子，是我所
认为的班级常规的破坏者，作为教
师、作为成人，也不能这样冷漠粗暴

地对待他。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主编

王振宇先生曾经多次提到，“只有了
解儿童，才会尊重儿童”。《纲要》中也
指出，教师应“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
表现和反应，敏感地察觉他们的需
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形成合
作探究式的师生互动”。我不禁自
问，我了解成成吗？我知道他总是打
人的真正原因吗？我耐心和成成交
流了吗？我明白他到底需要什么了
吗？他真正信赖我了吗？面对这样
的成成，我到底应该怎样关爱他？

被拒斥的成成
带着一系列问题，我开始有意识

地对成成多加关注，深入了解他的性
格、内心活动和家庭情况，从而研究
他不良行为习惯形成的原因。

首先我选择了15名幼儿（与成成
同组和临组的小朋友）进行提问，“你
最喜欢和谁玩？”“你不喜欢和谁玩？”

“为什么？”而在15名幼儿中有9名小
朋友，回答不喜欢和成成玩，原因分
别是，“成成太兴奋了，总是会打人”

“他老是笑，烦死我了”“他会掐人，老
是这样掐我的手”“他会捶小朋友，还
会捶桌子”“他不听话，上次我在庙会
上遇到他，他还拽了我的帽子”……
显然，成成已经被看作破坏行为和麻
烦的制造者，同伴们都不愿意和他一
起玩。而在小朋友的回答中，“他太
兴奋了”“他不听话”则是老师平常会
给的评价，这就意味着，成为被拒斥
幼儿的成成一方面原因是自己的攻
击性行为习惯，另一方面也因为教师

之前给予的定论性评价“兴奋”“不听
话”，孩子们很容易跟着老师的评价
去评价一个孩子，我想这是我作为一
个老师没有做到积极正面地评价成
成而犯下的错误，造成了不好的影
响。

同时在观察、总结成成打人的原
因时发现，每次成成发起“攻击”更多的
目的是引起同伴的关注，想和同伴一起
玩，但他总是不会用正确的方法与同伴
相处。在成成不去“攻击”别人时，总是
自己做做鬼脸，用手扯扯舌头，搞一搞
椅子，拉一拉桌子，一刻都不空闲。而
成成自己心里对于“打人是不好的”也
有一定的理解，但无法自己做到用友好
的方式与同伴相处。

在闪光的成成
为了改正我自身对孩子的错误

行为，学会重新认识成成，同时帮助
成成改正不良行为习惯，我开始寻找
更多的办法。旅美博士吴放老师的
《和孩子一起跳舞》给了我很大的启
发。她针对教师可能对孩子产生的
偏见，让老师们做这样一个练习：挑
出班上自己“最不喜欢”的一两个孩
子，然后在纸上写出他的十个优点。

成成的优点有哪些？换一个积
极的角度，我看到了一个在闪光的成
成，一个在不断进步的成成。

用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成成才
发现了他的闪光点，才能让他感觉到
被爱和教师对他良好的期待。同时
我也明白，想要让这个被拒斥的孩子
提高同伴交往能力，良好地融入集体
生活，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仅仅靠

教师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
需要与家长沟通，配合；需要小伙伴
们的帮助、交流；需要从细节着手长
期坚持，关注成成的发展，才能最终
达到良好的效果。

学会公平爱人的我
朱细文老师在对《纲要》的解读

中说，“我们在真正了解幼儿之前，我
们在明确地知道一个幼儿的行为之
前，要尽可能地从积极的方面去相
信、去期望，并带着这积极的期望去
行动。”我想，我在和这个被拒斥孩子
一起成长。他教会了我反思，教会我
公平、真诚的爱，教会我以积极的心
态对待孩子，了解孩子，教会我给予
孩子及时的关注和恰当的关爱。同
时，成成也教会了我，教育是一种信
仰，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对每个孩子的爱、关注和教育都
是需要不断地、长期地、重复性地
坚持，我们教会孩子更好地
成长，孩子也教会我
们如何更好地爱
人。

拿什么爱你拿什么爱你，，被拒斥的孩子被拒斥的孩子
后巷中心幼儿园 胡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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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着诸多头衔，可她偏爱“班
主任”和“德育工作者”这两个称呼
——2016年6月18日这天，她在工作
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则平凡又感人
的事件：

孩子，我们就在你身旁！
18日，我收到了一条让我无比心

痛的短信，我们班年仅7岁的柳欣彤
同学被确诊为白血病。那么可爱的
孩子，那么幸福的家庭，一下子陷入
了无比的绝望中。

当得知柳欣彤在重症监护病房
孤独、无助，却特别想念学校的老师
和同学们时，我立刻做出了决定：请
正放假在家的孩子们在班级QQ群
里发一段语音和视频鼓励她，为她打
气。于是一条条稚嫩、温暖的话语出
现了，虽然孩子们说的最多的就是

“加油！”，但此刻，我却觉得这就是世
界上最美的语言。到学校后，我还帮
孩子们集体录制了视频，演唱了“六
一”大家曾一起表演的班歌。柳欣彤
妈妈说：“孩子看了视频，先是哭了，
哭得很伤心，后来又笑了，这是她住
院后第一次笑……感谢大家，我们一
（1）班真是一个温暖的集体。”后来，
这句话她说了很多遍。当柳欣彤急
需捐助血小板，我们班林希言爸爸二
话不说就赶去医院时，她说了；当我
把全班同学、家长、学校的捐款交到
她手里时，她说了；当家长们不遗余
力地发动朋友圈、小区居民为孩子捐

款时，她说了；当年近50的郦
晔奶奶也想去献血时，她流
着泪，说了……值得高兴
的是，孩子的病情终于渐

渐稳定，进
入普通病房
的 第 一 天
她 就 给 老

师和同学们发来了一段视频。视屏
中柳欣彤虽然憔悴，但脸上却挂着笑
容。她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等自己
病好了就尽快回到集体中去，和大家
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其实，在我心
里，柳欣彤并没有离开集体，一开始，
每次发书本，我都会给她留一份。后
来，孩子们也会自觉地把一些东西放
进她的抽屉。渐渐地，她的抽屉满
了，我知道那是我和孩子们对柳欣彤
满满的想念和祝福……终于放假了，
曼妮的爸爸送了一份礼物给班上每
个孩子——一副酷酷的小墨镜，孩子
们高兴极了，戴上它摆着各种造型，
留下了许多可爱、珍贵的合影。

合影里的孩子们笑得灿烂，可我
却觉得它并不完整，因为其中少了柳
欣彤。我知道欣彤看到这张照片一
定会难过，因为她也本该在照片中。
我联系了柳欣彤妈妈，果然，她告诉
我，孩子看到照片后，哭了，很难过。
于是，我踏上了开往苏州的火车，给
孩子带去了属于她的奖状和小礼物
……

孩子看到我笑了，我觉得自己很
成功！

……
饱含深情的记录竟让记者也有

些盈泪，而这本工作日记的主人，便
是中国双效期刊《班主任之友》杂志
的封面人物、优秀作者，镇江市优秀
班主任、优秀辅导员，镇江教师网络
培训优秀坊主；丹阳市优秀教育工作
者、十佳学科领军人物、教学能手、师
德先进个人；丹阳市首届青年名师班
优秀学员，镇江市青年联合会委员，
丹阳市优秀青年志愿者……云阳学
校的一线教师王丽萍。

在同事眼中，王丽萍是一个特别
受学生喜欢的老师，无论是以前教过

的、还是现在正在教的，见了她总是
亲热异常，学生们喜欢拽着她的衣
服、拉着她的手快乐地谈天说地。
同事们常常爱把学生们写她的文章
给她看，并感叹：为什么她教过的学
生，中年级写《我的老师》是写她，高
年级还是写她？

在家长眼中，王丽萍是一位值
得信赖的朋友。她总是笑容满面，
真诚、谦逊地对待每一位家长，珍视
每一次与家长交流的机会，时刻关注
家长们言行中对孩子的期许。每次
接一个新的班，她都会建立QQ群，
她会通过群，将孩子们在校的日常表
现拍成照片或视频，传给家长们。因
为她知道，这些照片视频对于老师来
说，拍一下只是举手之劳，但对于家
长来说，却是孩子们最珍贵的成长纪
念。多年来，她始终坚持：为了孩子
的成长，要让家长和老师成为志同道
合的朋友。

在学生眼中，王丽萍就像位疼爱
自己的大姐姐，会时常把自己放在心
上。每年春天，她都会让孩子们一起
感受春天的味道——尝一尝她亲手
制作的野葱饼；每一次外出学习，她
都会给学生们带回一些惊喜，有时是
沿途美丽的风景图片；有时是一段有
趣的见闻；有时是一张漂亮的书签，
有时是一块香甜的巧克力；每学期发
奖状，她会想方设法向学校申请让全
班孩子都能得到，给每个孩子一份惊
喜和鼓励。她说，最喜欢看孩子们那
充满期待的眼神和欢呼雀跃的表情，
因为这会让她仿佛也变成了孩子，带
着一颗童心陪伴他们成长。

在领导眼中，王丽萍一直不懈努
力，始终执着追梦。她三次拼搏丹阳
及镇江的“班主任基本功大赛”。笔
试，她沉着冷静，细心答题；面试，她

睿智从容、侃侃而谈；赛课，她独辟蹊
径，精彩纷呈……最后一举夺魁，拿
下了镇江比赛面试环节的最高分，并
代表镇江向省赛进发。在德育工作
中，由她创编的小学生自护情景剧
《自护之花向阳开》获江苏省优秀剧
本奖，品德课荣获江苏省优质课评比
一等奖，三次获镇江市一等奖；她参
加丹阳市、镇江市班主任和品德基本
功大赛四次均获一等奖；她被邀请赴
武汉参加了中国班主任高峰论坛；她
还参与了《江苏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教材》的编写；由她撰写的案例被苏
教版《道德与法治》教参录用……她
如此优秀，却还总说：“我只是一名普
通的教师。以我的平凡，注定无法写
爱的史诗，但我愿意掬时光的涓涓细
流，以最炽热、真诚的心，陪孩子们一
起笑，一起长大……”她这般出色，却
虔诚道：“一个人，一辈子至少要有一
件自己所坚持的事，一个属于自己的
梦。一名教师，至少要爱孩子，才拥
有教育孩子的权利——在未来与孩
子们同行的路上，我会一如既往地用
爱和努力走好属于自己的教育人
生！”

最后，她像孩子一样开心地告诉
记者：柳欣彤的病情如今已经越来越
稳定，她们常在微信互动，一起聊天，
一起玩小游戏，柳欣彤说：等她好一
点，就来找她，就来上学！

爱与努力，让教育脚步更踏实！
——记云阳学校“优秀班主任”王丽萍
本报记者张吴 通讯员教宣

自2002年踏入杏坛，华南实
验学校的王俊芳就一直担任着初
中语文老师与班主任。16年来，
她先后入选江苏省青年教育家型
教师培养工程、镇江市169工程，
被评为镇江市学科带头人、中学
高级教师、丹阳市五星党员、先进
教育工作者、群众满意教师标兵、
优秀班主任、教学能手……在育
人路上，她如她的名字一般，倾注
满腔的热情，收获一路芬芳。

“哪个孩子没有可教之处呢？”
2015年，王俊芳新接的七年

级班上有个男生小蒋，先天性神
经发育不良，平时总是控制不住
地骚扰女生、扰乱课堂。医生说
他智商很高，可是不能控制自己
的行为，他的家长想管却管不了，
什么都哄着他，依着他，从而让他
形成了越来越不自控的坏习惯。
于是，大家都把他当成了异类。

“哪个孩子没有可教之处呢？”王

俊芳坚定地说。为了小蒋，她找
美文阅读思考，陶冶情操，同时给
他布置少而精的作业，发现他有了
点滴进步就及时给以鼓励表扬；为
他开主题班会，教育班上的学生宽
容和理解同学的特殊病症，帮他克
服管不住手脚的坏习惯，逐渐帮助
他融入了班集体；又主动联系他的
家长，讲一些往届学生身残志不残
的例子，提醒家长医学治疗和日常
约束要双管齐下……慢慢地，小
蒋能注意控制自己骚扰女生的行
为了，作业中的字也写得工整了，
速度也变快了，学习成绩比以前有
了很大进步。一次次分数下来，成
绩不比别人差多少，小蒋自己也体
会到了喜悦感和成就感，他的父母
更是深感高兴无比感激。“王老师，
真是太感谢您了！是您成就了我
的孩子！遇到你，我们太幸运了！”
小蒋的父母握着王俊芳的手，连连
道谢。“我也谢谢你们，是孩子成就
了我啊！”王俊芳浅笑道。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2015年，王俊芳担任学校党

政办副主任一职，面对从头学起
的行政工作，她倍感压力，与此同
时，她还担任着一个班级的班主
任和两个毕业班的语文教学工
作！“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王俊
芳暗暗对自己说，她先后多次参
加各级各类骨干教师培训、教材
培训，聆听专家报告，吃透教材编
写意图，并把课改理念付诸行
动。课堂中，她把各种教学方法
有机地结合起来，阅读教学中做
到融整体把握、突出重点、品味语
言、领悟写法为一体，实现师生、
生生、生本之间的平等对话。活
动中，她多少次为了一节课的设
计而冥思苦想，彻夜不眠，多少次
对着镜子一遍遍纠正自己的每一
句话、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眼
神，节假日成了工作日，各种教育
理论书籍成了她形影不离的好朋
友……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俊芳

在江苏省初中语
文评优课中一举获
得一等奖、江苏省“杏坛
杯”课堂教学展评获二等奖；
又拿到了镇江市初中语文评优课
一等奖、镇江市教学基本功竞赛
二等奖、丹阳市初中语文评优课
一等奖、丹阳市教学基本功竞赛
一等奖；更斩获镇江市初中语文
现场命题大赛特等奖、丹阳市初
中语文现场命题大赛一等奖……
一张张获奖证书，一次次锤炼自
我的过程，她用积极进取实践着
当初诺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采得百花成蜜后”
王俊芳所指导的学生，20多人

次荣获国家、省级作文大赛一等
奖，10多人次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
习作。课外，她还开通了“青春芳
草地”个人微信公众号，展示学生
佳作、探讨教育良策、沉淀个人思
想，获得了一致好评。孩子们走出

校门后总是常常惦记着她——有
个上高中的孩子自己没空，再三关
照自己的妈妈亲自把鲜花送到她
的手上；有个上大学的小姑娘写来
几千字的长信感谢她在自己高中
要寻短见时给她的一封救命信；有
个出国的孩子等到半夜就是为了
让她在清晨收到自己的越洋生日
祝福……“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
辛苦为谁甜。”多少次，她把父母离
异的孩子搂在怀里，给她们以爱的
抚慰；多少次，她为暂时落后、信心
受挫的孩子“开小灶”；多少次，她
把病假条悄悄放进衣兜里，以饱满
的热情面对学生，回到家里立刻体
力不支……“莫问收获，但问耕
耘。”王俊芳谈及曾国藩的良训，更
为自己师德事业注脚，“我爱教育
事业，我爱我的学生，我将终生耕
耘教育的沃土，无怨无悔！”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记华南实验学校党政办副主任王俊芳
本报记者张吴 通讯员教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