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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自信独立的性格对他的成长至关重要，一个独立又自信的孩子长大以后会
更加出色。 想要培养一个独立又自信的孩子，家长只需要做到以下四个要和两个不要。

培养独立自信孩子
家长需做到“四要两不要”
四个要
1.要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做家长的要教会孩
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事事替他包办好。 也许有些
家长会说，孩子那么小很多事情让他做太辛苦了，但是
任何人必须要经历一些苦难才能真正独立。 家长什么
都不让小孩子干，那么他长大后未必事事能干，而且会
非常依赖父母。 所以，在父母需要让孩子从小学会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例如，让他收拾整理自己的房间、洗自
己衣服、打扫一下卫生等等。
2.要让孩子自己面对困难挑战。高晓松在陪伴女儿
的成长中，分享了很多做父亲的感悟。 他说，“最实用的
教育是让孩子长大后懂得平衡生活、调整心态，有能力
面对有挫折有挑战、并不美满的生活。 ”孩子其实并没
有你想的那么脆弱，家长可以多让他，自己面对一些生
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爱孩子，就该对他们放手，这样孩子才能更加快速
地独立，变得更加自信。
3.要多鼓励、多赞美孩子。想要孩子变得更加独立，
就不能吝啬对孩子的鼓励和赞美。 只有鼓励和赞美，才
能带给孩子自信和力量，父母应该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去发现孩子做的正确的事情，并加以鼓励和赞扬。
然而，生活中有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过高，常常
摆出一副长者的面孔责备孩子。 父母以为这样才是对
孩子最好的教育， 其实却忽视了赞美所带来的奇妙的
教育效果。 但是在鼓励和赞美孩子的时候，需要注意方
式方法，赞美要“有节有度”，而且要“理由充分”。 赞扬
不能泛泛而谈，需要有具体的内容，要注重赞扬努力的
过程，而不仅仅是赞扬努力的结果。 赞美孩子的前提是
要满足孩子的需求、尊重孩子的想法，而不是满足父母
的需求和想法。
4.要相信孩子的能力。很多家长会因为害怕孩子吃
亏，害怕孩子犯错误，所以忍不住要在一边不停地帮孩
子做决定，给孩子过多的指点。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给孩
子自己决定的权利， 我们应该相信孩子有能力解决好
一切事情， 而不应该把大人的担心投射在孩子生长的
过程中。
“吃一堑长一智”，孩子只有在不断的修正错误的
过程中才能真正得到历练，变得坚强豁达、乐观自信。
家长们只有试着放手，孩子才会成长地更快，我们不能
低估了孩子的能力。 世上没有引导不好的孩子，世上只
有不会引导的家长。 有些事情家长不要处处都帮着孩
子，他也许会做得更好，更独立更有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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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要
1.不要总是拿孩子跟其他人比较。家长不要总拿孩
子跟别人对比，你这是在害他。
“别人家的孩子” 一直都是家庭教育中出现的问
题，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看似为了激励孩子向其他人
学习，却极容易让孩子产生自卑和挫败感，影响孩子的
自信心。 其实，即使家人没有把孩子与别人进行比较，
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其他孩子进行比较。 孩
子也有自己的认知和评价系统， 如果家长再拿孩子跟
别人进行比较，无疑就会雪上加霜。 这种“激将法”也会
使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降低， 造成孩子对父母的
不信任甚至逆反。
2.不要当众批评或者嘲笑孩子。在教育孩子的过程
中， 千万不要当众批评和嘲笑孩子， 以免造成心理畸
形，失去自信心。 尊重孩子，保护他的面子，这对孩子的
成长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孩子犯错之后，家长要多理解孩子，多站在孩子的
角度看待问题，不妨先听听他的想法，然后再教他正确
处理问题。
如果家长在不了解原因当众批评孩子， 这样非但
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孩子很可能会
因此产生逆反抵触情绪， 以后想让孩子变得听话那就
难上加难了。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 做父母的就应该从小保护孩
子的自尊心，该批评就批评，但是应该注意批评孩子的
场合。 父母教育孩子一定是想孩子变得更好，而不是践
踏孩子的自尊。
能做上以上四个要和两个不要， 相信你的孩子一
定能够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 爱孩子就从现在
开始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吧， 千万别让他在你的
溺爱中成长。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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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区七小
传承最美家风家训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进家校间联系， 更好形成家校教
育合力。 11 月 20 日下午，通川区第七小学校举行了 2019
年秋季家长会暨
“
最美家风传承好家庭”颁奖典礼。
区七小党总支书记、校长王仕斌首先和与会家长交流
了学校开展家校共育情况， 强调家庭是孩子人生第一所学
校，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
“
人生第一课”，
为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让家长成为孩子成长的合伙
人。进一步推进学校全国文明校园创建活动，营造良好的校
风、教风、家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美德，挖掘良好家风，传播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张永红副
校长宣布
“
最美教育合伙人——
—最美家风传承好家庭”获奖
家庭名单并颁奖。
在分班家长会上，各班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介绍了开学
以来学生学习、行为习惯等情况，希望通过家校合作，扬长
避短，让孩子更上一层楼。同时邀请了本班最美家风家庭上
台分享自己经验。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如车之双轮、鸟之双
翼，在孩子成长历程中，发挥着同等作用。
（刘柯杉）

达川中学
加快智慧教育学校建设
本报讯 近日，达川中学举行
“
智慧教育学校工作督促
推进会”， 学校各部门负责人以及为学校提供网络服务、云
平台服务、智能服务的三方技术人员，共同会商学校智慧校
园建设功能完善、运行服务、应用整合等相关工作，促进智
慧教育学校建设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达川中学基于校情，主动选择以新的信息技术
手段提升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不断加大投入，更新或
完善基础设施设备，引进先进的智慧教育平台，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开展校园智能化探索，为课堂教学、电子班牌、家校
联系、办公自动化和无纸化、门禁系统、消费系统等方面提
供智慧型、数据化、网络化和协作型的教学、教研、管理和生
活服务，并逐步形成学生成长、教师专业发展、教育科研、教
育管理、安全监控、后勤服务、综合评价等智慧应用系统。
会上，副校长许景烈要求各部门加强协作，三方商家努
力配合，加大力度高质量完成智慧教育学校建设，更新管理
手段，提高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
（杨华）

罗江八一希望学校
重视少先队工作获市级表扬
本报讯 近日从共青团达州市委传来喜讯， 通川区罗
江八一希望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吴晓平获得达州市 2019
年
“
重视少先队工作好校长”荣誉称号。
据悉，吴晓平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以来，十分重
视学校少先队工作。 始终坚持以德育为首，教学为主，积极
为少先队工作创造条件、提供硬件支持。 在他带领下，学校
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大队、达州示范中心学校、阳光体育示范
学校、校风示范学校。少先队大队部不断深入研究学习，
“
小
军人示范岗”
“
书香校园”
“
故居解说员” 成为了学校常态少
先队活动。2016 年 10 月，四川省军区授予该校
“
少年军校”
牌，罗江八一希望学校少年军校正式成立，成为该校开展思
想意识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国防教育和综合
素质教育的品牌活动与重要载体。 2017 年 1 月，学校被教
育部首批认定为
“
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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