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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海茹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法制校园
创建工作，迎接“12.4 宪法宣传日”的
到来， 引导全校师生做知法守法好公
民，12 月 4 日下午， 扎赉特旗巴达尔
胡农场学校集中按照学校工作布署，
组织开展了以“学习党的十九大 维护
宪法权威”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活动。

◎马文举（主编 ）

●培养孩子自信的方法
(1)认真对待孩子的要求
(2)给孩子自己做选择的机会
(3)不要嘲笑孩子说错的话
(4)认真对待孩子的提问
(5)支持鼓励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6)给孩子一个展示作品的空间
(7)给孩子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
(8)您的宽容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
(9)不要拿孩子的弱势和别人的优势
进行比较
(10)鼓励孩子做小当家
(11)让孩子选择自己的衣服
(12)和孩子一起看、一起讨论影片
(13)鼓励孩子表演，展示特长
(14)鼓励孩子与各种年龄的人交往
(15)帮助孩子拟订详细计划，并提醒

他执行
(16)鼓励、支持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解
决困难
(17)当孩子有进步的时候要表扬
(18)重视自己对孩子的承诺
(19)帮助孩子发挥个性中积极方面
(20)教孩子从小认可自己的长相
(21)向孩子提供书籍和材料，支持他
干自己梦想做的事
(22)尽量让该子在生活中脱离依赖
(23)让孩子从小见多识广
(24)不用辱骂来惩罚孩子的过错
(25)用缓和的语气和孩子一起分析
挫折经历，吸取教训
(26)家长自身遵循合理的行为标准，做
受人尊敬的人

●培养孩子自主性的 10 个方法（二）

◎ 全媒体记者 高洋 通讯员 李玲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办
公室、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检测协同创新
中心主办， 北京顺义区东风教育集团及乌兰浩特市兴
安第一小学共同承办的“2017‘真体验’—信息技术与
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研讨会” 在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一小
学隆重召开。
据了解，“中国好老师” 公益行动计划旨在落实和
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四有”好老师及系列讲话精神，以
学校共同体作为基本组织形态， 以网络平台作为主要
依托载体， 大面积提升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育人能
力，显著增强全国中小学育人功能，促进区域与学校教
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进而促进亿万儿童青少年健康成
长。行动计划实施两年来。围绕教师育人能力和学校育
人环境建设，各校在管理育人、活动育人、课程育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实践和探
索。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 两天时间里，来自北京和本地优秀教师分别为学生上了
一堂新鲜生动的课程， 来自北京顺义东风教育集团建新小学校长杨玉松为全体
与会人员作了以《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主题的汇报。
中国好老师办公室博士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张生教授为全体与
会人员作了一场《核心素养下的未来学校变革与评价创新》的报告。
本次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让不在同一地点的热爱教育的各界同仁、
学生家长、 联盟学校以及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顺义区东风教育集团的老师们实
时观看现场直播，这也是兴安一小第一次在互联网上进行直播活动。
教研活动虽然短暂，但是通过本次专项研讨教师们有了深刻的体会，使朦胧
的更为清晰，让无绪的更为有绪，让实践的更加坚定。 在高端教育的引领下，未来
的研究之路会走的更为踏实、坚定。 相信，在追寻理想课堂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欣
赏更加美丽的教育风景，享受更有意义的教育幸福。

宪法进校园

1000 条
家庭教育对照式指导菜单

普法师生喜
活动中，该校挂起了宣传海报，利
用滚动屏幕进行宪法日宣传， 政教主
任赵伟华老师为全校师生讲解了宪法
知识，通过这次宪法宣传日活动，同学
们深刻地理解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
法，作为当代小学生对于尊重宪法、维
护宪法、 自觉遵守和实施宪法有着义
不容辞的责任。

(6)给孩子一个机遇，让他自己去
抓住。 生活中充满着各种机遇，不少成
人总是替孩子去捕捉机遇， 这样孩子
就永远学不会走向成功。 所以，家长的
任务应该只是提供或指出各种机遇，
启发孩子自己去抓住。
(7)给孩子一个冲突，让他自己去
讨论。 在孩子们的生活中，会碰到不少
争执和矛盾， 它对于明确是非是必不
可少的。 孩子和成人相处时，成人的那
种权威地位， 很难使平等争论的气氛
出现， 于是常常是以服从或尊敬的态
度来对待需要探讨的问题。 而在孩子
们之间平等的争论当中， 这些弊病不
会产生， 虽然孩子的争论有时会走一
些弯路，但这最后的正确结论，终究是
他们自己通过探索得出的， 因而是真
实的，也就必然十分宝贵。
(8)给孩子一个对手，让他自己去
竞争。 孩子从小既要学会合作，又要学
会竞争。 但是怎样让孩子学会竞争呢？
有效的办法就是经常在他的身边树立
一个友好的竞争对手。
有一个孩子， 某个阶段在班上竞
成了倒数第一名， 但是他的家长悄悄
地告诉他，要把失败作为成功之母，要
敢于和别人竞争， 首先是和比自己稍
好一点的孩子比，只要努力，赶上他没
问题，于是暗暗开始一场较量。 由于他
自觉努力，首战告捷。 在孩子进取胜利
之后， 家长再启发他寻找新的竞争对

手，开始新一轮的竞争。
(9)给孩子一个权力，让他自己去
选择。 孩子的自主性往往表现在他的
选择上。 但家长由于怕孩子自己选择
错了， 总是不敢把选择的权力交给孩
子。 但如果从来不给孩子选择的权力，
他也就永远学不会选择， 永远没有自
主性。
有一 位 家 长 带 孩 子 去 少 年 宫 报
名，就先让孩子看看小组活动。 本来，
家长的意愿是让孩子学钢琴， 可是发
现孩子在舞蹈组门前看得出神。 于是，
家长尊重孩子的选择， 但要求孩子对
自己的选择负责， 一定要坚持把舞蹈
学好。
(10)给孩子一个题目，让他自己去
创造。 创造是自主性最高层次的表现，
缺少引导的方法， 孩于的创造性有时
反而会变成一种破坏性。
有个孩子特别爱玩泥， 开始家长
觉得孩子没出息， 只要发现他玩泥就
严厉制止。 可后来发现孩子偷偷玩泥，
主要 是 捏 泥 人 ， 而 且 捏 得 活灵 活 现
……于是家长对孩子说：“你要玩就好
好捏，这叫泥塑，好好练，出点自己的
新点子。 ”孩子在家长的鼓励下，充分
发挥自己的才智，在初中毕业时，捏出
了栩栩如生各有特色的《水浒传》中的
108 将， 并以此成绩考上了工艺美术
学校。

●轻易毁灭孩子自尊的 7 个做法
(1)让孩子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
没人赏识他。 例如，学习不行，长相不
行，交际不行，干家务 不行，马 虎 ，粗
心，让家人为他受累……总之，他没有
行的地方。
(2)经常拿比他“行”的人刺激他。
例如“看人家××，从不让父母操心！ ”
这类话最具打击力和摧毁力， 是毁灭
孩子的王牌语录。
(3)父母把自己塑造成为家庭牺牲
“自从
者的形象。 例如，告诉孩子：
有了你，我连电影也没看过，我为你操
碎了心，都累出病来了……”或者说：
“如果不是为了照顾你，我自己早就在
事业上有大发展了。 ”这样会使孩子产
生罪恶感， 而一个有罪恶感的人往往
采用自暴自弃的方法度过一生。
(4)和孩子说话时口气不能和蔼。
不使用商量的口吻，音量达到 70 分贝
以上，使用命令式的口吻，使用一些挖
苦讽刺的汉语词组， 如“你真蠢”“你
混”“没见过你这么傻的”“怎么生了你
这么个东西”等等。

(5)孩子的一切要由家长来决定。
不给孩子一点儿自由， 密切注视他的
行踪。 他如果有日记， 一定要设法查
看；他如果有信件，一定要审查。 这样
做能在他心里造成他不是人的感觉，
造 成他 是一个 受人操 纵 的 木 偶 的 感
觉。 一个怀疑自己不是人的人是绝不
可能奋发上进的。
(6)学会迁怒的本事。 单位上遇到
不顺心的事， 回来后要想方设法找理
由给孩子泼狗血。 无论什么事都归罪
于孩子的过错然后教训他， 并制止他
流眼泪。 这样做可以有效地打击孩子
的自尊心，增强孩子的自卑感，同样可
以造成他不是人的感觉。
(7)当众出孩子的丑。 前 6 条都是
在家庭里的“单练”。 真正要彻底毁掉
他，这第 7 条才是杀手锏，你一定要当
着外人（或同学或亲友或邻居）损他、
贬他，让他无地白容。 这样做能使一个
人产生惧怕社会的心理， 产生白惭形
秽的念头， 而一个惧怕社会和白惭形
秽的人是很难立足于社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