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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幼儿教育专家莉莲!凯茨研究发现"

很多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因为某些原因逐

渐产生对学习的#无能感$"并因此而丧失自信

心"给别人的感觉是"这些孩子#越学越笨$%其

实"有一种&笨$是学来的% 而&吸走$他们自信

心的是以下三种教育方式%

!"

过高的学习目标!有些家长不考虑孩子

的心理和智商发展情况" 一味分派学习任务"

又不做任何讲解"结果孩子永远不知道该怎么

学"每次尝试都失败"很少能体验到&赢$的感

觉% 这样"不用家长说"他都会觉得自己很笨%

#"

过早的知识传授!一些&望子成龙$的父

母"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过早对幼小

的孩子进行读'写'算训练%其实这些知识并不

符合幼儿认知特点"孩子虽然能鹦鹉学舌地死

记硬背一些"却不理解"所以并不能促进孩子

的智力发展" 反而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精神压

力"降低了对学习的兴趣%

$"

过多的负面暗示!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

外界言语和行为暗示对孩子的心理发展影响

巨大% 一些父母的口头禅就是说孩子&真笨$"

有时是火冒三丈地批评'责骂(有时是发扬谦

虚的优良传统"比如说&我儿子就是没脑子$(

还有时不是批评"而是昵称"比如说&小笨蛋"

不能这样做$%但无论本意如何"孩子接受到的

都是&自己很笨$的信息"久而久之会产生严重

的自卑感"开始自我怀疑"潜意识会拒绝新的

知识进入记忆库"从而真的&变笨$%

每个孩子都有不同于他人的长处%就算学

习成绩差"也不该被贴上&笨孩子$的标签% 家

长要认识孩子的弱点"更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

点和潜能"带着欣赏和鼓励的眼光"让孩子会

变自信%

首先"要让孩子经常体验成功的喜悦% 人

在成功时"大脑会释放快乐激素&内啡肽$"驱

使孩子重复这一体验% 从这个角度看"成功才

是成功之母%所以"做游戏'做手工'做家务时"

不妨鼓励孩子大胆尝试"适度引导%比如"当孩

子参加手工比赛" 但捏出来的老虎像兔子"家

长切不可嘲笑甚至羞辱"而要指导孩子重新认

识两者的区别"并协助做好%

其次"鼓励孩子探索% 每一次探索都是学

习的机会% 但不要给孩子设定太高的目标"而

要&为孩子找一棵矮点的苹果树"让孩子踮起

脚就可以摘到苹果$%

再次"保护孩子的兴趣% 前苏联一位教育

家给孩子上课时"准备了一个&发言球$"一边

往下扔"一边提问"谁接到球就回答%有人表示

不解"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但教育家回答说"没

有&发言球$"孩子就可能没有了发言的兴趣%

最后"允许孩子失败%发展心理学家指出"

孩子还不具备自我评价能力"大多是靠他人的

态度来认识自我%父母对孩子的失败经历要给

予足够的包容" 不要用怜悯的态度对待孩子"

也不要劈头盖脸地责骂"而要让他明白"失败

人人都会碰到"勇敢'聪明的人会从失败中吸

取教训"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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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博宇幼稚园
开设有托$小$中$大及

幼小衔接班% 招收
#

岁至

%

周岁宝宝! 实行小班化

双语特色教学%两教一保!

本园长期招聘中文!英文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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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睿源教育周口学校
原新概念英语学校 " 于

%&!!

年
$

月加
盟郑州睿源教育成为周口唯一分校 % 现开
设郑州睿源特色课程 )四大名著班 '唐诗宋
词班 '精品语文班 '语音提高班 '华陈数学
班 '四五六七年级龙班 '分级新概念英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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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教育科学研究会创办

百思达数学学校
品数学魅力 展思维风采

招收)小学
(

年级至初中
#

年级学生%

开设)培优班'尖子班'精英班'一对一辅导%

3"24%5'675)89,:!%.5-

;<2%*&+,#!*(##)''-!!-#%.($#)

="2/0012334560780/69*%5:;9<=73

北京神墨教育周口培训学校
珠心算'少儿口才'练字'绘画'艾莱克英

语'学前班'暑假幼小衔接班'小牛顿科学实
验班% 招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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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您择校
培训学校

周口金马会计培训学校
会计从业资格证定点培训单位

常年开设)商务办公专业'图形设计专业'

会计入门'实账操作'电算化'财务会计'成本

核算以及考前会计从业资格证培训"并办理大

专本科学历及代理记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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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培养孩子思维力和

自主学习力的数学学校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咨询师
认证培训报名中""

本地唯一高校组织培训"国家认证% 双休日讲课"讲师

队伍专业稳定"网络资料与面授结合"收费合理% 培训时间
半年"每年

$

月和
!!

月两次参加国家认证考试 "培训和考
试均在本地% 取得认证后可参加职业和个人成长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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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与咨询
婚姻家庭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培训"国

内顶级专家*当前红人+通过各种实战案例

分析视频授课"确保证书与能力同步% 无忧

心理咨询"关系修复"行为矫正% 达到内心如

释重负"不再困扰% 面询网询语音询电话询

均可"尊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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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外国语学校周口分校
河南省最大的辅导机构
提分快$上大山 老牌子$更专业

开设)满分作文!精英数学!语法集训营
中考保分班!名校签约班!高考一对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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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星英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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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 &文明路校区 &文明路与人民路交叉口

六一路校区&六一路与七一路交叉口南
&*

米

教育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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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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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是一所集普通专科教育'成人

专科教育'远程教育'技术培训为一体的

全日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地址)周口市

开元大道西段*南校区+"中州大道北段

*北校区+"市内乘坐
"

路公交车直达%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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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000"123,4"567849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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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省部级重点技工学校 培养技能人才的摇篮

周口市技工学校#周口市职业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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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专业)数控车工'铣工 '钳工 '焊工 '机电一体化 '

电工电子'汽车驾驶与维修 '农机使用与维修 '计算机等专

业%按照国家政策免收学费"享受
$***

元助学金
;

学生毕业

后可免费全部安置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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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宝宝把妈妈弄得精疲力尽时"

即使忍耐度再好的妈妈都或多或少会

对宝宝出言不逊% 妈妈觉得没什么大

不了的责骂"在宝宝心中可能会留下

深深的伤痕"所以妈妈出口前一定要

三思%

一$否定宝宝人格

#烦死了"自己去玩, $#你怎么这

么笨, $妈妈往往以大孩子的标准来

衡量宝宝的行为%

妈妈带着宝宝到亲戚或邻居家

玩"宝宝不愿叫#阿姨$"妈妈就会责怪

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用"叫一声阿

姨都不会% $虽然是对别人说的"可是

宝宝都听在心里%

正确方法&

如果宝宝有能力而没有做好"妈

妈也须耐心指导"而不是责骂%

二$影响孩子对妈妈的信赖

#我才不要你,$#把你送给别人,$

#再不好好吃饭"妈妈就不要你了"把

你送给别人做儿子% $这类话会让宝

宝怀疑妈妈为什么不爱他%

宝宝被妈妈骂了几句"一气之下

跑出家门"妈妈追到家门口"生气地对

着宝宝喊)#你给我回来"不回来是吧"

那以后永远不要回来了% $这类话听

多了"宝宝心理会产生阴影"以后可能

真的会离家出走%

正确方法&

宝宝有时候是需要小小的惩罚来

纠正不良习惯或错误"但妈妈的惩罚

不能让宝宝对妈妈的爱产生怀疑"只

要让宝宝知道他的行为是不对的就可

以了%

三$吓唬宝宝%导致宝宝不安

#我告诉老师去, $宝宝对老师很

敬重"更不敢像对妈妈一样对老师撒

娇"妈妈喜欢利用宝宝这一害怕心理

对宝宝施压%

孩子一做错事就说#叫警察叔叔

把你带走$"孩子会怀疑自己是个坏孩

子"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

正确方法&

宝宝做错事情"妈妈应及时帮他

纠正"纠正后称赞他是个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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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 市开发区教育文化局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目

标"紧扣重点"突破难点"创出亮点"努力实现

教育综合改革有新突破"教育事业发展有新气

象"各项基础工作有新成效%

市开发区教育文化局重点抓好四个 #强

化$)一是强化课程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打造高效

课堂%坚持#以生为本"以学定教$"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能力"不断探索完善教

学模式'教学方法% 各学校建立教学质量监测

机制" 把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落实到每一堂

课'每一位老师"落实到教学管理的每一个环

节%二是强化特色立校"打造教育发展品牌%扎

实开展#名师工程$"通过实施#走出去'请进

来$战略"组织技能培训'技能比武'听课评课

等活动"开阔教师视野"加快教师专业化成长%

加强校长的专业素质培养" 提高校长依法办

学'依法治校的能力"促使教育管理队伍向创

新型'专家型转变% 对新办的九年一贯制寄宿

制实验学校提出#一年上轨道'两年见成效'三

年创品牌$的办学目标"努力打造成明星学校'

品牌学校% 三是强化人文管理"增强教师队伍

活力% 狠抓师德师风建设"培养教师积极向上

的良好心态"激发教师干事创业'勇争一流的

工作热情%强化教师培训"促使教师业务素质'

师德水平不断提高%建立完善教师绩效考核机

制'教育教学督导评估机制'岗位目标管理机

制"引进竞争激励机制"教师交流轮岗机制%关

心教师生活"做到在政治上关爱教师"工作上

支持教师"荣誉上褒奖教师"生活上关爱教师"

感情上亲近教师" 为教师创造更好的工作'学

习'生活条件%四是强化平安建设"保持和谐发

展环境% 完善落实安全规章制度"落实安全目

标责任制"将#安全排查整改$常态化'制度化%

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协防$建设"持续完善

学校一体化安全防控体系%对校园安全保卫工

作"想全想细想万一"抓小抓早抓苗头"堵住一

切安全漏洞%

市开发区还着眼强基固本"锻造高素质教

师队伍% 评选出
,

名魅力教师'

%%

名优秀教

师"以此为榜样"引导教师时刻铭记教书育人

的使命"甘当阶梯和铺路石"铸就#担当'实干'

和谐'进取'诚信'公正'敬业$的师德师风%

"李清华 李仲达 邓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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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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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在金迈思数学学校召开的七年级新生家校联谊会上%校长于先生以演讲的方

式%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帮助家长掌握辅导孩子的正确方法%为家长解决在家庭教育中面临的

实际问题提供了正确导向!这场联谊会增长了家长的教育经验和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受到了与会

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刘华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