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做个个不不怒怒自自威威的的好好爸爸爸爸

不要“缺席”孩子的成长

王雅琴告诉记者，良好的
亲子关系是教养得以顺利开展
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身为爸爸，
无论工作有多忙，都要尽可能
多抽时间陪伴孩子，不要把养
育的责任全部推到妈妈身上，
只当“甩手掌柜”。音乐家贝多
芬曾言：“我不知道有什么比教
养一个孩子更神圣的职责。”如
果爸爸常常“缺席”宝宝的成
长，他会感到被忽视、不被重
视，就不愿听取你的意见，你在
孩子心目中的威信自然就难以
树立。另外要提醒的是，亲子关
系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玩”
出来的。所以，请爸爸放下严肃
的面孔，在陪伴孩子玩乐中引
导他学会听命令、尊重父母。

好父亲要言传身教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父母

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是孩子
最初的模仿对象，很长一段时
期里也是唯一的模仿对象。而
且因为孩子年幼，不懂鉴别和
扬弃，无论好坏都会照单全收。
王雅琴介绍说，父母是孩子的
一面镜子，你的一言一行都会
被孩子几乎翻版演示出来。如
果爸爸本身不爱整洁，乱扔乱
放，孩子就会有样学样；相反，
如果爸爸以身作则，爱整洁、有
条理，把用过的东西都物归原
处，孩子在潜移默化中也会逐
渐培养起秩序感。同样地，爸爸
还要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孩子其
他的一些好习惯，如尊重他人、
讲礼貌、诚实守信、勇于承认错
误、独立自信等。

制定规则并严格执行

王雅琴说，爸爸要做到不
怒自威，就必须先制定规则，并
带头严格执行，正所谓“言必
行，行必果”。否则，每次和孩子

的“对决”中都会以温和开头，
再以发怒结束。规则制定前，您
可以先征询孩子的意见，和他
商量约定，让他感觉得到了重
视和尊重。而规则一旦制定之
后，如果不认真遵守，就要毫不
心软地让他承受所不喜欢的后
果。比如，宝宝磨蹭不吃饭，您
大可以把饭菜端走不让吃了。
其实，孩子一两顿饭不吃并没
有您想象中那么严重。另外，王
雅琴提醒道，家长给孩子下达
的指令要简短而明确，切忌模
糊不清。比如：30分钟后要上床
睡觉(而不是过会就要睡了)。然
后定好闹钟(小孩子没有时间观
念)，等闹铃一响，就告诉孩子：
时间到了，该上床了。

孩子并非不打不成器

当孩子不守规矩犯了错，
或对父母的建议置之不理，甚
至故意“挑衅”时，一些爸爸会
信守“棍棒下面出孝子”、“不打

不成器”的古训，对孩子疾言厉
色，甚至动手打骂。王雅琴告诉
记者，大声斥责、经常体罚并不
能起到有效管教的作用，相反，
它会使孩子的自尊心受到伤
害，造成孩子失去自信、自暴自
弃，产生逆反、畏惧、怨恨等不
良心理，甚至智力也会下降。而
且，你的打骂给孩子做出了最
坏的“示范”，让他也学会了使
用暴力。

由此看来，爸爸的权威、威
严并不是通过不苟言笑、“武力
征服”树立起来的，而是在平时
和孩子的互动交往中一点一滴
地树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
爸爸要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
原则，如果孩子违反、破坏某些
原则，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此
外，对于妈妈来说，也要帮助爸
爸建立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严，
尽量做到两人教养态度一致，
刚柔相济。《颜氏家训》中就有
言：“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
畏惧而生孝矣！”

在在爱爱与与责责任任中中前前行行
———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祥和中学：

抓好健康教育工作

近日，祥和中学紧抓学校卫生
和健康教育工作，为使工作落到实
处，政教处和团委全面做好检查和
监督工作，并制定了相应措施，学校
定期对饮食卫生、饮用水、环境卫
生、传染病等开展监督检查；不定期
进行以科学营养、卫生安全、少盐健
康等为内容的健康教育；并加强师
生的体育锻炼，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和心理咨询指导工作，逐步建立健
全青少年身体、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考核制度。

通讯员 王海燕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

力查隐患保安全

近日，烟台开发区八角中心小
学开展校园安全隐患大排查行动。
学校对校园周边以及校园内部进
行全面排查。重点检查安保工作是
否到位、校园技防物防设施是否完
善，有无漏洞产生、校园内部保卫
力量是否坚实，本次排查查漏补
缺，力求将可能存在的隐患降到最
低点，甚至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为全体师生营造安全祥和的学习
工作氛围。

通讯员 赵宏 朱秀颖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

多举措促教师专业成长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多措并举促
教师的专业成长，通过在讲课活动
中促进教师教学水平提高，在读书
过程中强素质，以教学反思促进步，
利用公开课促成长等措施，培养教
师爱岗敬业的精神，提高了教师的
业务水平。

通讯员 张武华

双语实验学校：

开展师德问卷调查

近日，烟台双语实验学校开展
了师德师风学生问卷调查活动。调
查结果表明，学校有一支师德过硬，
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他们能紧紧
把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脉搏，不断
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树立科学的教
育观、质量观和业绩观，是学校不断
提高素质教育教学质量和持续发展
的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通讯员 孙巧玲

烟大附中：

加强校园食品卫生管理

近日，烟大附中采取积极有效
的措施，确保广大师生食品卫生安
全无差错。学校利用家长会、校园广
播、宣传栏、《学生安全知识手册》和
食品安全知识展板、举行安全知识
竞赛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食品安
全知识和预防食物中毒的常识，切
实提高家长、教师、学生食品安全意
识，形成学校、家长和社会“三位一
体”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任冰冰 石彦丽

牟平实验中学：

举行防校园暴力演练

近日，牟平区实验中学组织了
一次防范校园暴力事件演练活动，
活动中，学校组织人员假扮“歹徒”
强行闯入了校园，学校保安随即按
响警铃，在听到暴力袭击信号后，
全校男老师都在自己的办公地点
手持应急防暴器材第一时间赶到
出事现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歹
徒”在教学楼前被制服了。此次演
练大家配合默契，动作快速且有条
不紊，有效地提高了大家的应急反
应能力。

通讯员 徐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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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数爸爸习惯扮演“严父”的形象，但“严”能生“怕”，
却不一定能生“威严”。一味地打骂，可能让孩子产生惧怕却不会发自内心地尊敬和
崇拜，如何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怒自威的好爸爸？为此记者采访了烟台开发区蔚
蓝海岸幼儿园园长王雅琴。

莱山区中心小学 于常蕾

从小时候起，我就非常
羡慕老师，觉得他们是最有
知识的人。当我会写字，我也
经常会写“老师像蜡烛一样，
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
职业”这样的句子来赞美老
师。

就这样，怀着对教师职
业的向往，长大后，我也幸运
地成为了一名老师，从事着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我
也有了自己的班级，成为一

个不大不小的官——— 班主
任。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
每天都有断不完的“官司”，
而我最享受的就是每天看到
孩子们那天真的笑脸。看到
那一张张笑脸，满身的疲惫
瞬间消失。

对我来说，教师这份职
业不仅仅是为了维持温饱。
和很多老师一样，我经常会
思 考 ：怎 样 成 为 一 名 好 老
师。习主席说：做好老师，要
有 仁 爱 之 心 。教 育 是 一 门

“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
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好老师应该是仁师，没
有爱心的人不可能成为好
老 师 。高 尔 基 说 ：“ 谁 爱 孩
子，孩子就爱谁。只有爱孩
子 的 人 ，他 才 可 以 教 育 孩
子。”教育风格可以各显身
手，但爱是永恒的主题。爱
心是学生打开知识之门、启
迪心智的开始，爱心能够滋
润浇开学生美丽的心灵之
花。老师的爱，既包括爱岗
位、爱学生，也包括爱一切
美好的事物。

老师的爱伴随着责任，
学生的学业，学生的心理，学

生的安全，无一不是老师要
时刻注意的。曾经看过一篇
文章，题目是《如果我是孩
子，如果是我的孩子》，作者
提到了如何对待孩子们，怎
样换位思考，站在孩子的角
度来体会孩子需要什么样的
老师，家长需要什么样的老
师。如果我也朝着这个方向
努力，那么我离一名好老师
的目标会越来越近。

老师的工作是繁琐的，
也是幸福的，换一种心态，让
自己成为家长和学生心目中
的好老师，足矣。

家家长长：：孩孩子子这这些些事事不不能能靠靠老老师师
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入小

学后觉得轻松了许多，有老
师帮助管教孩子，不用像以
前那样对孩子操心劳力，但
有些家长却没认识到有些事
情并不是光靠老师就能让孩
子学好的。要在以下几方面
突出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教
育作用。

写字和握笔姿势

如果你经历孩子成长的整
个过程，你会感悟到，孩子写一
手帅气的钢笔字，是非常有价
值的技能。把字写好，是每一个
家长的责任。如果你还年轻，不
知道怎么教育孩子，那就从这
一点开始吧。

请您记住，一个班里那么
多学生，老师没精力逐个纠正

学生的握笔姿势，没精力激励
每个孩子都去练字。

叛逆期的冲撞

孩子到了四五年级，就敢
跟你顶嘴了——— 这都是爷爷奶
奶惯的，也是你没规矩惯的。记
住，对孩子的缺点要对症下药，
尤其是，对原则问题就是不能
让步。譬如，作业完不成，就是
不能睡觉；关上电脑，就是不许
玩游戏。

请您一定记住，五六岁开
始，如果你舍不得对孩子说

“不”，到了10几岁，你就不敢对
孩子说“不”了。不要埋怨孩子
不听话，你在孩子几岁的时候，
就埋下了隐患。

还请您记住，老师管不了
学生的逆反心理。学生往往怕

老师，但是孩子不怕你，就是因
为你没有制定让孩子尊重并且
畏惧的规矩。

读书的兴趣

读书的兴趣，是从小时候
开始的，两三岁的时候，孩子就
该看书了。此时，孩子爱不爱看
书，跟父母的表现有直接关系。
家里的书多，孩子读得就多。家
里没什么书，孩子就不喜欢读
书。我们家长，不要埋怨孩子不
喜欢读书，父母没给孩子传承
爱读书的习惯，孩子怎么爱读
书呢？孩子从记事起，对父母读
书就没印象，孩子就只能模仿
读书以外的事情。

请您记住，不要试图通
过 老 师 培 养 孩 子 读 书 的 习
惯。习惯应该是家长培养的。

家长做出表率了，孩子就会
以家长为榜样。如果你忙于
生计，没空读书，那好，将来
你的孩子在知识面上就会有
缺陷，在认识能力上就会有
差别，将来写文章就会出现
力不从心的现象。

学习和生活习惯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
子会打洞。家长爱卫生，孩子也
就爱卫生。家长乐于助人，孩子
也就助人为乐。要想让孩子成
为高尚的人，家长的行为绝对
不能卑劣。

请您记住，老师教给孩子
的多是课本的知识，课本以外
的，尤其是生活习惯，做人道理
等等，家长永远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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