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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
“
五会家长”，你或许没听过这个词，但你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孩子为什么讨厌
“五会
“
五会家长”？
家长”？ 怎样避免成为

小心成为孩子讨厌的
“
五会家长”

什么是五会家长
1、只会催。
“
快点起床！ “
” 快点吃早饭！ “
” 快点做作业！ “
” 快点
看书！ ”……似乎
“
快点”就是爸妈的口头禅。
结果：越催孩子越烦，越烦就越不高兴做。
建议：张嘴催孩子之前，先想清楚，到底是孩子磨蹭，
还是因为孩子没有跟上你的节奏，所以你觉得他慢？
尊重孩子的节奏，不要以大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允
许孩子比你慢一些，更不要因为心急指责孩子。
2、只会擦。
“爸妈坐我旁边看我写作业，没写几个字，他（她）就
直接拿着橡皮过来擦，就知道擦、擦、擦！ 我已经很努力在
写了，你能不擦吗？ ”
结果： 越擦越不喜欢写作业， 严重的就开始逃避作
业。
建议：擦的动作虽然能宣泄爸妈心里的急躁，却会损
害孩子的自信心，更可能起到不好的示范效应。
有些写作业困难的孩子就有一种不良习惯——
—喜欢
使用橡皮，不停地擦来擦去，有时甚至把本子擦破了，这
在心理学上称之为
“
橡皮综合症”。
3、只会烦。
“
爸妈是唐僧，我犯错了，他讲了，我知道了，可他们还
是不停地讲呀讲呀。听到后来，我都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
结果：一个唾沫横飞，一个云里雾里，反反复复这几
句话，孩子都能背出来了。 以后再犯，家长还没说，孩子就
能背出来。
建议：唠叨得过多，你的声音在孩子那儿就变成了噪
音。 唠叨，常常是担心、数落、批评，本意是关心和督促，但
重复一千遍，就成了
“
废话”。
所以，想让你的话有力度有效果，要记住，同样的话
别反复说，不翻旧账，少点评论，多点解决问题的办法；有
话就跟孩子面对面说，不要家长这边在厨房自己“
唠叨”，
孩子那边在客厅捏捏扭扭地玩， 孩子只有在看见家长的
脸时，才愿意接受信息。
4、只会吼。
“
妈妈是只河东狮，一看到我犯错误，就要吼我，样子
真难看。 ”
结果：孩子被吼愣了，至于吼了什么，一概屏蔽了。
建议：有这样一则新闻，一名曾经做过语文老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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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了名叫
“全力吼叫，不如温柔拥抱”30 天线上打卡活
动，结果微信群里 150 多位爸妈竟然无人坚持下来。
很多父母表示，一不高兴就
“
吼”是家长的通病，自己
也知道这样做不对，应该和孩子沟通解决问题，可就是做
不到。
每当发怒时， 不妨狠狠地弹一下自己。 你会感到疼
痛，那就是自己
“
犯戒”的信号，告诫自己吼叫已经对孩子
造成伤害了。
5、只会打。
“
我犯错了，妈妈不好好和我说，就知道打我，她是不
是不爱我了？ ”
结果：时间一长，孩子对爸妈的脾气一清二楚，犯错
了，顶多也就挨几下打，还能把他怎么着。
建议：有句话说，三等父母用拳头管孩子，二等父母
用嘴巴管孩子，一等父母用行为管孩子。
拳脚只能让孩子
“
听话”一时，孩子越大，
“打一顿”的
震慑力就越差。 其实，不打孩子应该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当孩子犯错误时，家长不要急于打孩子。 这时候，你可以
向孩子说出自己此刻的感受， 让孩子知道你对他刚才行
为的不满。 比如，告诉孩子
“
我现在心情不好！ “
” 你这样做
我很不满意！ ”等。
描述自己的心理感受，有助于平静自己的情绪，也有助
于让孩子站在父母的角度来想问题，从而促进孩子的反思。

如何避免成为
“
五会家长”
1、了解孩子的心里想法。
如果孩子犯错，先别急着火上来，你先要了解孩子犯
错的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做。 把了解到的情况和他说一
遍，说不定有出入呢？ 然后问一下他当时怎么想的？ 通过
沟通，了解事情的原委。
记住：请你一定要理性分析。 即使孩子吃了亏，也能
变成你教育的契机，任何事都有两面性，你要引导孩子往
正面的方向思考。
2、学会换位思考。
在说之前，先想一想自己说出去的话孩子会怎么想？
能说到孩子的心坎里去，那是最有效的，这在心理学中叫
作
“
共情”。
孩子有他自己的语言体系，感性、充满幻想、喜欢动
手实践……比较喜欢的方式是讲故事、比一比、做一做等
方式，家长们可以多用用。
3、学会说
“
我们”。
一个人最基础的需要是安全感， 爸爸妈妈永远是孩
子的靠山，和孩子说话时，请说
“
我们”。
当孩子成功的时候， 请你说：“我们的××竟然
把××事情完成了，爸爸妈妈真开心！ ”表扬的时候请一
“
好、棒”。
定要说具体的事，不能笼统地说
当孩子畏惧困难的时候，请你说：
“没关系，我们一起
再试试。 ”
“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
当孩子犯错的时候，请你说：
这件事情。 ”解决完了之后，问一下他的感受，以至于下次
（文扬）
不犯错或者一点一点改正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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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短 波
适应新高考 传承民族文化

达川中学书法社应运而生
本报讯 3 月 28 日， 达川中学书法社揭牌
仪式在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
为进一步以特色引领学校发展， 以丰富多
彩的学生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为学生
的长远发展奠基。 同时，结合新的教育形势对弘
扬民族文化的要求， 以及新中考高考改革对体
育和艺术的重视，达川中学于近期整合高校、教
育科研机构、书法名家等资源，成立“博雅书法
社”。 揭牌仪式上，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张琪在致
辞中指出达川中学成立书法社的目的和意义，
强调书法社是学校探索新高考的校本课程的重
要项目之一，激励同学们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用
民族文化滋养心灵。 他同时对新的中考和高考
改革对传统文化、 艺术和体育的新要求作了强
调， 希望同学们积极融入学校适应新中考高考
背景下构建的新的教育教学模式， 潜心传统文
化的学习，用民族文化精髓充实内涵，不断提升
综合素养，成为“有中国情、民族魂和世界眼光
的现代人”，为一生的发展全面奠基。
揭牌仪式特别邀请了省、 市美术书法摄影
专家到场揭牌指导。 活动前，专家们在学校领导
陪同下参观了书法作品陈列室和艺术中心，对
师生的书法、剪纸、扎染、泥塑、美术等作品赞不
绝口。 达川中学团委汉服社、动漫社、科技社为
（杨华）
祝贺书法社成立，登台献艺助兴。

罗江八一希望学校
党支部被命名为市示范党支部
本报讯 近日，从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
传来喜讯， 中共通川区罗江八一希望学校支部
委员会因党建工作创特色、显亮点，党支部标准
工作法扎实推进，成绩优异，被命名为达州市中
小学党支部标准工作法示范党支部。
该校党支部一直按照
“
五个标准工作法”扎
实推进各项工作。 坚持开展
“
三会一课”
“
党员活
动日”民主评议党员等党内组织生活。 带领党员
教师们走进养老院关心慰问老人； 走村入户为
村民插秧、锄草，同吃同住同生产；走进革命老
区、伟人纪念馆学习党的历程，了解伟人事迹；
邀请专家到校传播红色文化， 提升党员理论知
识……为了推进党组织工作， 党支部还进一步
明确了班子队伍的职责，做到了工作流程规范，
推进
“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构建
了用制度办事，用制度管理的工作格局。
据悉， 这是该校在被达州市总工会表彰为
“基层工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示范点”“达州市务
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以及学校三、四年级教
研组被命名为
“
2018 年度模范职工小家”后，再
（陈娟）
次获得市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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