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在
路上看到一对母子正在开启聊天
模式。

儿子开心地说，今天的一堂
科学课特别有意思，老师带着大
家做实验感觉太棒啦。说着孩子
便侧目期待妈妈会问他是什么样
的实验。

妈妈却“哦”的一声，没有孩子
预想中好奇的表情，话题一转问孩
子：“我看到老师发的课堂照片，大
家都在仔细看老师演示，你怎么在
和同学交头接耳呢，平常上课你是
不是也这样不认真听啊？”

孩子一脸不悦，松开妈妈的
手，独自向前走，妈妈紧追着儿子，
想要一个回答。孩子很气愤地说：

“妈妈你没在课堂上不知道情况别
乱说！”

他们的聊天不欢而散。妈妈
责怪孩子小心眼，一言不合就生
气；而孩子觉得莫名的生气是事出
有因，好好的聊天就被妈妈这样一
句话终结。

想想多少父母也是这样，孩子兴
致勃勃地期待和父母交流，话题还没
有展开就不幸被聊死，草草收场。

《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
孩子才肯说》一书中曾说，父母最
错误的沟通方式之一，是不懂共
情，忽略感受。

聊天中只顾自己一时嘴快，急
于评价而不顾孩子感受，是父母真
的不懂怎么和孩子聊天的表现。

只会评价式聊天的父母
真的太“无聊”

网上看到曾有一所小学的老
师们广泛收集了一份关于孩子怎
样和父母聊天的问卷，近4千份的
问卷结果让人意外，孩子和父母每
天的聊天时间不仅短，而且目的性
太强。

数据显示：聊 10 分钟左右占
比 34.53% ；聊 20 分 钟 左 右 占
27.14%；聊 30 分钟左右占 31.1%；
仅有7%的孩子每天能和父母聊上
1小时及以上的时间。

在这有限的聊天时间里，每
天聊得最多的是“学习及作业”，
和孩子聊“梦想”谈感受的父母仅
占1.6%。

父母动不动就要拿作业评头

论足：“做完了没有”“怎么这个不
会、那个不会”，这样的亲子聊天效
果是什么呢？

什么话都被父母说完了，好
吧，你们赢了，孩子和你们根本没
得聊！所以父母也就成了当之无
愧的话题终结者。

《少年说》里曾有一期，一个女
孩说起和妈妈的聊天方式，让很多
孩子都有共鸣。她说妈妈聊天时
联想特别丰富，从一件衣服没有叠
好的小事，可以聊成全家的大事。
妈妈说她衣服没有叠好，那学习也
不会好，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只
有去打工，爸爸没及时指出问题，
所以爸爸也得批评，妹妹见此情景
就会哭。

把芝麻绿豆说成了西瓜，这位
妈妈一定能言善道，但她却一点也
不会和孩子聊天。

衣服没叠好可以得出以后得
打工的结论？难怪每次和妈妈聊
天的最后，女孩已不想再多说，因
为妈妈的每一句都是聊天的“死胡
同”，要说谈心更无可能。

《小王子》里曾有一句话说，世
界上最有征服力的武器是语言，一
句话可以让一个人心情跌入谷底，
一句话也可以让一个人重振力量。

父母的语言决定了孩子的
状态。

看似内向、不爱说话的孩子，
不是真“无聊”，而是有满肚子的话
却不想说出口。

习惯评价式聊天，父母毁掉了

孩子对聊天的期待，错过了真正值
得聊的话题，还怎么能指望在聊天
中教导孩子？

父母说得多
孩子的话自然少

孩子说与不说，取决于父母会
不会换位思考，与他产生共情。

《小欢喜》里有一幕“刻意的聊
天”让人印象很深，高考前学校为
给孩子减压，组织学生和家长参与
畅言班，让学生和父母独处说出内
心的想法，刚好方一凡和英子都与
父母在高考志愿上有意见分歧。
在畅言班里，方一凡和英子都试图
说服父母支持自己。英子说她希
望父母同意自己上南大，妈妈宋倩
刚听英子说完第一句，便按捺不住
起身质疑英子的选择。

妈妈振振有词，英子背对着妈
妈眼泪直流，畅言的沟通瞬间被

“聊死”了，英子的渴望成了妈妈的
畅言。

与宋倩相反，文洁听方一凡说
自己就喜欢唱歌跳舞，她的心里无
比难过，因为这和自己的期望差很
远。虽然内心不甘愿，但她几番忍
住眼泪认真倾听。方一凡说：“妈，
我不是个坏孩子，只是成绩不好。”

是啊，多精准地自我认识，文
洁不可否认，也体会到孩子的那份
无奈。这不是任性也不是头脑发
热，因此被孩子的话触动。

英子不再说，因为宋倩一句都
听不下去。方一凡愿意说，因为文

洁努力让自己听他的心里话，让他
有勇气继续表达和争取。

《共情力》的作者乔拉·米卡利
曾说，如果没有共情，我们就无法
相互寻求支持、鼓励、温存和爱。

用力地倾泄对孩子的爱，不如
用情好好地理解、感受和接纳他，
让孩子看到父母给的爱和希望。

跟孩子聊天的智慧，是减少用
力，克制自己的表达欲。

三个方法
和孩子“柔软”聊天

孩子的心理敏感程度比成人
要高出很多，所以特别在意别人对
他说话的内容甚至语气。

不懂聊天的方法，伤透了孩子
的心，一旦孩子有能力远离父母便
不愿和父母多说一句。

那么，如何和孩子保持亲密好
好聊下去呢？比起聊天中给孩子
带来负面情绪，这三种柔软的方式
更适合和孩子聊天。

1.交还聊天主导权
看过一个韩国短片，妈妈和8

岁女儿的温情聊天，令人感动，聊
天全程由孩子向妈妈提问。

“妈妈最害怕什么？”
“妈妈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妈妈为了生下我，失去了

什么？”
“妈妈有多爱我？”
妈妈眼里闪着泪，每一个回答

都在诉说自己的感受，让孩子很安
心，也愿意继续和妈妈聊下去，问

妈妈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很多时候父母没法和孩子聊，

因为孩子总是被动说话。由孩子
主导谈话时，她才能问其所想，聊
其想聊的事，而父母才能知道孩子
真正的关注。

控制欲会赢了孩子，唯有尊重
才会赢得孩子。

聪明的父母在聊天中从来不
滔滔不绝，拒绝倾听，而是让孩子
源源不断向自己开口。

2.变成“小孩”平等相处
电影《重返17岁》的主人公迈

克原本生活不顺，子女也和他产生
了隔阂。

他不理解小时候女儿爱吃的
冰淇淋为什么现在不爱吃了，当他
拿冰淇淋和女儿尬聊，女儿不愿意
再理他。

意外穿越回自己的 17 岁后，
迈克以同龄人身份和儿女们相处，
用平等的角度了解子女生活。

用17岁的思维揣测到他们的
想法和需要，迈克终于知道了 17
岁已不是最爱冰淇淋的年龄，后来
他成为孩子们“有益”的朋友，教儿
子打球，阻止女儿与小混混交往。

做父母最不靠谱的是想当然
地看待孩子的成长。其实，放下父
母的身份，平等地和孩子相处，便
会发现孩子成长的过程一切都在
变化。

走进孩子内心最好的办法，就
是做他的朋友。如果父母珍视“友
情”，便会用好同理心，避免在聊天
时“踩雷”。

3.舍得花时间多“闲聊”
在犹太家庭里，“海沃塔”聊天

方法非常盛行。它的意思接近英
文单词fellowship，即伙伴关系，也
就是聊天时通过提问、回答、对话、
讨论来延展和探讨问题。

看似漫无目的的闲聊，其实是
在用“为什么”“怎么样”开放性的
问题启发孩子代替直接评价。

谈话中欢乐民主的气氛，激发
出更多值得“聊”的话题，以及孩子
的探究心理和学习热情。

麻省理工研究发现，让孩子更
聪明，不是靠阅读，而是靠聊天。

因为孩子是社交型学习者，孩
子会从与他们有关系并让他们感
到安全的人身上学习。而这样的
最佳人选当然是父母。

远离了终结式的评价，“闲聊”
拉近了亲子间距离，对孩子进行启
发式教育，绝不会是浪费时间。

（羽阿佳）

会聊天的父母，孩子都不会差

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十
三五”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在服务脱贫攻坚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门槛更低、成本更小、就
业通道更为直接的职业教育，不仅点亮了
贫困家庭子女的人生梦想，也阻断了贫困
代际传递，改写了贫困家庭的命运。近年
来，职业教育不断敞开大门，让一批又一
批贫困学子“进得去、上得起、学得好、有
出路”，助力他们战胜贫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调研发
现，一些贫困户之所以发展动力不足，
缺乏职业技能是重要原因。让贫困人
口通过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长、拥有安
身立命本领的“造血式”扶贫，更有助于
帮助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从根本上拔除

“穷根”。我国脱贫攻坚的实践充分证
明，作为教育扶贫的“排头兵”，职业教
育扶贫是见效快、成效显著的扶贫方式
之一。 （据《人民日报》）

以职业教育赋能脱贫攻坚

近日，有媒体报道，全国中小学课
本和教学用书若循环使用1年，可节省
200 多亿元。24 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
会上，教育部教材局一级巡视员申继亮
回应道，政策从理念上是先进的，提倡
节约，提倡资源的保护。但在现实操作
上，还有一些困难和问题。

首先是部分循环教材内容更新较为
频繁，导致同一课程教材会有不同版本、
不同内容的情况，增加了教师授课难度，
影响了教学质量。而且，若使用循环教
材，学生无法在课本上进行笔记和标注，
跟现在的学习习惯不太一致。在新冠肺
炎疫情出现以后，循环教材的卫生问题
更加突出。书是循环用，上课发、下课
收，教材消了毒，家长也不放心，宁愿购
买新教材或复印教材。而且循环教材管
理成本其实更高，学校要提供专门的场
地存放循环教材，还要有人去发放、回
收，增加了工作量。 （张盖伦）

日前，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量子
计算理论与实验”正式开课。这是量子
计算首次进入我国中小学课堂，引起了
社会的高度关注。量子理论的思维方
式，对于中学生而言有何重要意义？

量子科学作为物理学、信息学、计
算机科学和材料科学等众多学科研究
的重大突破口，已成为国际前沿科技研
究必争的制高点，会对国家安全、国防
军事、产业经济、金融等领域乃至人类
社会产生革命性影响。在美国，量子计
算教育已经被写入全国K12教育法案。
这是由于量子技术发达和普及，终将把
人类社会带入量子时代。

我国科技工作者已经站在了“第二
次量子科学革命”的最前沿，但后续量
子科技的人才培养还很急迫，尚未形成
梯队储备。因此，超前将量子理论的思
维方式传授给孩子，可以让他们迅速融
入世界发展的最前沿，培养其浓厚的科
学兴趣。 (过国忠)

培养科学兴趣

量子计算进入中学课堂

在我们教育孩子时，最难把握
的问题之一，就是什么事情是应该
管的，什么行为已经属于干涉的范
畴。这一点总是让人心生疑惑，难
道眼睁睁地看着他出错却不指
点？看到了他的缺点所在却不指
出来？这样还如何谈得上对孩子
的培养？

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是这样的：
假如说孩子是一块需要耕耘的田
地，我们会把他的缺点当作地里的
杂草，这些杂草除了影响庄稼的生
长毫无用处，必须被拔掉。但事实
上，孩子和他的缺点的关系却不是
像庄稼和杂草那样既是分离的、又
是对立的。孩子和他的缺点是一
个完整人格的整体，他们不仅结合
在一起，而且是相互依赖、相互作
用的。

心理学家指出，同样的一种欲
望行为，对有的人来说，他行为中
真正的欲望是为了确立自信，而另
一些人却可能是为了寻求爱、安全
感等等。那么，也许可以这样说，
通过他表面的欲望行为，有时可以
追踪和揭示他内在深层的心理构

成和性格构成。一个孩子表现出
来的缺点，比如说贪玩，我们也许
不能像拔掉杂草那么简单对待
它，因为在贪玩的背后是有可能
存在着一个充满分支的性格和心
理网络。

在贪玩的正向分支上，可能存
在着好奇、活力、探索精神等；在它
的负面分支上，贪玩可能表明自制
力差、不喜欢吃苦、浮躁、缺乏耐受
力。假如我们在孩子的性格培养
上，采用的是简单粗暴的方式，那
就是发现一个缺点，就试图用对立
的方式把它一下子掐灭，我们就很
可能冒着打击他整个性格表现的
危险。

我们努力矫治他贪玩的毛病，
强硬摁下了他贪玩的欲望，他不贪
玩了，至少不敢表现出来，但同时
受到抑制的还有他的好奇、活力
和探索兴趣。对这个孩子来说，
更让他失去活力的是，我们可能
无意中搬走了他的保护壳。贪
玩，或者是他更深层的缺点——
缺乏自制力、怕吃苦的一种压力
分流方式。在他没有做好心理准

备的时候，贸然逼他直面这种深
层缺点带来的压力，起到的效果
也许不是把他逼上正道，而是抑
制了他的自然调节和自然成长。
好的性格培养，不应该是对一部
分性格的完全排斥，和对另一部
分性格的完全挖掘、过度发挥，而
应该是不浪费各种性格特质中的
精华和作用，并创造出条件许可
的最佳结合和相互作用的状态。

排斥相当一部分的内在，也会
使他损失很多，因为这些深层次内
容也是他所有的快乐、游戏能力、
爱的能力、笑的能力以及对我们来
说是最重要的创造能力的源泉。

这并不意味着对孩子放任自
流，对他的性格不加引导和培养，
而是提醒我们，在必须使用简单强
硬的方式时，也需要仔细观察和评
估，至少不要提前抱着“必须怎样”
的固执。

对待某些性格特点，尤其是被
归入缺点一类的，是迅速把它拔
掉，还是在引导的过程中允许这些
缺点在某种范围内慢慢释放，这可
能要看这种性格的影响是否严重，

过于强硬的矫治是否适得其反。
重要的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是所
有的缺点都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可
以当作垃圾处理掉。

这并不难理解，前面已经提
到，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动机理
论，一个强势需求满足了，原本处
于弱势的需求就开始变得强烈。
缺点的过滤和需求的更新，都是在
性格释放的过程中自然发生的。

贪玩中包含的负面情绪和感
受，浮躁、怕吃苦，并不是被强行
压了下去，而是在新的变得强烈
的上进欲望下，不再有针对玩之
外的事务有强烈的排斥，它是一
种自然的削弱和消失。从前没有

耐心的事情现在有耐心了，觉得
苦的事突然有需求了。仁慈、慷
慨、无私、宽宏大量，沉着冷静、愉
快满意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品
质，这些品质似乎是一般需要满足
的间接后果，即不断改善的心理生
活状况的间接后果。

他不是在教导和克制下，管
理自己的情绪。他从紧张不安
心情恶劣，到沉着平静内心平
和，是因为在自然的释放和受挫
中，过滤掉了伴随冲动而来的激
动的情绪。他的缺点的改进不
是靠着外力的约束，而是内在发
生的自然改良。

（高 寒）

如何从孩子的如何从孩子的““缺点缺点””发现他的天赋发现他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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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是父母和孩子最简单的相处方式，通过聊天，父母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孩子输送爱的滋养。父母的爱正向输入，孩子才能有正向输出。会聊天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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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中从来不滔滔不绝，拒绝倾听，而是让孩子源源不断向自己开口。

孩子的童年不可逆转，每一次聊天都是父母给孩子爱的语言和陪伴。聊天不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阻碍，而是连接心灵的桥梁。好好说话，用心聊天，才

是父母最应掌握的技能。让孩子从小对自己敞开心扉，像朋友一样陪伴孩子的成长，你会发现与孩子交流会很顺畅无碍。愿每个父母不再做聊天的终结者，

和孩子聊下去，聊得更多，父母才能陪着孩子走得更远！

成长指南

教材循环使用有争议
教育部回应：存在几大现实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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