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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父母的都希望给孩子一个最好的家教氛

围!让孩子在这个环境中健康地成长" 可是!父

母又容易犯一些家庭教育的禁忌! 从而对孩子

的心灵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七个家庭教育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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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瞧不起孩子

有时急了! 会对孩子说#$你怎么这样笨

啊% &或者'你是木头人吗( &每当这类瞧不起孩

子的话脱口而出时!都会损伤孩子的自尊心)削

弱孩子的自我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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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恐吓孩子

采用恐吓的方式来管教孩子! 也会减弱他

的自我观念*如果父母说#$你下次再这样!就要

你好看%&或者说$你再打弟弟!妈妈就要狠狠揍

你一顿* &每当孩子听了这些话!他们会惶恐和

难过!从而对父母产生一种恐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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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贿赂孩子

孩子犯了错误!妈妈气急败坏地说#$好!现

在你要答应我!你再也不敢这样了*&不一会儿!

孩子的老毛病又犯了!妈妈觉得自己受了骗!骂

道#$你答应过妈妈的!怎么又不乖啦( &妈妈该

知道!要小孩许诺是没有意义的*许诺和恐吓是

一对难兄难弟!对孩子不会起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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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过度保护监督孩子

过度保护监督孩子会挫伤孩子的自我观

念!削弱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因为当父母过分

监督孩子的行为时!其实也是在告诉孩子#你不

能照料自己*

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照料自己的能力不自

信* 我们应该把&只要孩子自己能做!决不包办

代替$当作座右铭*这样才能逐步培养孩子自己

照料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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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对孩子唠叨

过分唠叨! 会使孩子觉得父母认为他没有

理解事物的能力!久而久之!孩子会产生厌恶不

快的感觉* 其实!有条理地向孩子交代事情!会

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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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强迫孩子立即盲目地服从他人

如果你硬要孩子丢开他正做着的事! 听你

的话做别的事!他的反应会很不乐意*父母应事

先提醒孩子!等一会儿要他做什么!比如说#$小

军!再过十分钟!你该吃饭了% &同时!父母也可

以允许孩子在服从命令之前有稍作抱怨的自

由!比如说#$喔!妈妈!我非要现在进来吗( &要

求孩子立即而又盲目地服从! 是无法抚育出独

立而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人*

("

不要纵容孩子

过分纵容孩子并不利于孩子发展* 因为孩

子迟早要长大成人!要走上社会!有些在家里行

得通的事!到外面就很难说了* 因此!纵容孩子

只会剥夺孩子的潜在能力的发展机会! 阻碍他

们成为能干+独立)能自我调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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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周口市六一路

小学邀请河南省消防协会教官为

全体教职工作了一场 '消防安全

知识讲座&专题报告会!学习掌握

防火知识)了解火灾发生的原因!

在遇到紧急火灾情况下运用掌握

自救知识逃生,

通过这次活动的开展! 有效

提高了教职工的防火意识! 培养

了教师树立 '学消防 )懂消防 )用

消防&的思想意识!切实提高了教

师的消防安全素质! 进一步增强

了全校教师的火灾自防自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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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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川汇区中州大道与永宁路交叉口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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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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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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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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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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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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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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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5!D?675'pm5)l9����

xY #..(.%%''''���!D?\]5U�}�

��t\�NOxY #!#%(#&''''p�Jr!

D? p%5-�p�JrL�XY #)#-((#''''

��y�!D?��Q�: -%%. #)#(*+!

北斗星英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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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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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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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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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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网址%

.//0122333"456/7"89:"7;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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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高龄的吴良镛院士应邀

为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新生作报告$

会场上出现了不和谐的画面"在老先生坚持站

着作报告的
('

分钟里$ 一些大学生却成片地

趴在桌子上睡觉% 这一幕经媒体报道后$许多

人批评学生睡觉是对老先生的不尊重&

这些学生之所以遭受批评$不仅仅在于吴

老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和院士$更

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需要借助拐杖和

别人搀扶才能走上讲台的九旬老人&在半个多

小时的时间里$这位白发老人婉拒主持人坐着

讲的请求$而是身体力行$坚持站着作完了报

告&吴老率真执着的举动体现了他对台下学子

们的尊重$理应赢得尊重&遗憾的是$一些学生

的表现确实让人失望和心寒&

也有人认为$学生睡觉问题不在于学生自

身$而是因为报告太枯燥&反对的观点认为$无

论报告是否精彩$都应对老人表现出应有的尊

重& 事实上$报告开始后$吴老便声称'不讲大

道理($而是结合自己在清华从教
.&

年的亲身

经历$围绕'立志)选择)坚持)榜样(等话题与

学子们分享心得体会&

热烈的掌声说明报告并不枯燥& 其实$那

些学生之所以打瞌睡$可能是因为他们自以为

短期内无法从中收到成效$或者说他们认为报

告无益于他们的发展与前途& 睡觉虽然事小$

却折射出当前一些学子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

即不能马上见效的箴言不听$不能立竿见影的

事不做$一切皆为了找份好工作&不可否认$面

对就业困难的现实$学子们为生计谋划无可厚

非$但不能为了生计而目空一切& 一个人如果

目光过于功利$必定看不到广阔的世界&

研究生阶段是做研究的重要阶段&治学需

先修身$修德则是修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修

身不妨从学习聆听开始$ 因为聆听是一种美

德$ 在许多人争相自我表达和展示的当下$更

是如此&

聆听智者是难得的良机&对于如吴良镛院

士一样睿智的长者$ 要将其视为难觅的知音$

虚心聆听&或许不会像接到录取通知书一样激

动$ 也不会像找到一份好工作时那般兴奋$又

或许没有看电影大片时的刺激$但聆听智者的

谆谆教诲实为不可缺少的人生体验&智者的分

享与教诲或许如水一样清淡$却能真正融入聆

听者的血液之中***这正是年轻学子开学第

一课就应该学到的道理%

当然$ 作为活动的主办方也应该认真思

考$如何针对青年学生的特点$设计出更加丰

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让前辈的卓越品质在青

年学子中间发扬光大%

朱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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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周口市慈善总会有关领导来到西华"带着'衣恋慈善阳光助学(项目走进西华一高"将资

助西华县
&+

名贫困学子圆梦高中# '衣恋阳光班(今年在西华一高共资助
&+

名学生"凡
#+!%

年

以优异成绩考入高中"并获得入学录取通知书的城市&农村低保户及家庭生活贫困&品学兼优的学

生)孤儿&残疾人&单亲以及残疾人家庭子女者优先*"均可到西华县慈善会进行申请$ 每位学生将

享受到每年
$+++

元的助学金"这笔资金将用于受资助学生的学习!生活等相关支出$ 高曙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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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能力也称社会交往能力!

是指妥善处理组织内外关系的能力,

心理学家通过调查发现! 良好的

人际关系对于生活的幸福感具有重要

意义,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研究证明!一

个人如果长期生活在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中!他的个性就会得到健康发展,所

以!我们认为!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比

学习成绩更重要! 绝不能等到上大学

再培养,

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除了培养对

社会情境的辨析能力和提高对他人心

理状态的洞察力外!借助艺术手段!尤

其是音乐活动!也能促进人际交往,

早在
!#-(

年!瑞士弗赖堡大学法

雷尔的研究就发现! 教授音乐能够增

强学生们的社交能力和学科技能 ,

!##"

年!美国人艾杰顿进行了一项有

意思的研究!研究者在对发育迟缓
0

包

括患孤独症的孩子
1

和发育正常的
.,#

岁的孩子进行分别教学时! 将音乐整

合到孩子的社会游戏中,他们发现!音

乐极大地促进了两个小组的理解力和

参与社会游戏的能力,他们也注意到!

发育迟缓的孩子面对压力时的焦虑水

平也下降了,

研究还发现! 对小朋友使用背景

音乐时! 他们出现了更多的同伴交往

行为,研究认为!社交是对社交能力最

好的培养方式!人们越是自我封闭!就

越害怕与别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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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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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