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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情绪主宰家庭教育

胡 波

最近，一段“一人训孩子、全小区受教育”的视

频，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视频中一位妈妈深夜

狂吼辅导孩子作业，响彻整个小区。

无独有偶， 前段时间还有一位妈妈辅导孩子

作业“气到跳河轻生”。 不知从何时起，家长辅导孩

子作业“情绪崩溃”屡屡成为新闻，辅导作业这事

儿俨然成为社会公共话题。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

某在线调研调查了两万名家长，结果发现，超九成

家长曾因辅导作业“情绪崩溃”，其中 ，孩子的 “注

意力不集中”是最大元凶。

近一年来， 我也会辅导孩子学一学幼小衔接

的知识内容，也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发点脾气 。

冷静下来理性地想一想，我还是认为，父母因孩子

作业情绪崩溃，只是对自己缺乏教育智慧、教育策

略与方法的无奈表达。

之前有种说法， 做父母都是不需要持证上岗

的。 每个父母在孩子诞生后，就不自觉地承担起了

养育的责任。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资源也宽

裕了，给孩子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多数父母并没有

什么困难。 然而，一旦涉及教育，并不是每个父母

都有“妙招”，家长们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的磕磕

绊绊中走过。

拿辅导作业来说， 低龄儿童的学习习惯还没

完全养成，更没有形成系统的逻辑思维能力，自我

约束力不够。 家长们之所以会发脾气，难以控制情

绪，除却个人性格问题，还隐含着一种急于求成的

心态，总觉得给孩子讲了一遍道理，他就应该很快

理解和接受。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家长碍于面子，

担心孩子在学校的成绩表现太差，面子上挂不住，

情绪崩溃所传递出来的不过是自己内心的焦虑。

事实上，每个孩子的接受能力不一样，家长不

过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 总觉得孩子连这么简

单的问题都搞不懂，就是一个字———笨。 更何况，

自己家的孩子，想发脾气就发脾气。 不管怎样，孩

子在父母面前总归处于弱势的位置， 早已深知和

父母的强势直接对抗，并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

于是，不少低龄的孩子也学会了察言观色，忍气吞

声， 这给家长产生了一种通过发脾气就可以较快

地“控制局面”的一种错觉。

发脾气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孩子是

父母内在的延续和继承，耳濡目染之下，这种暴躁

的脾气和情绪很容易产生代际传递， 很难保证孩

子在未来不使用同样的办法来教育下一代。

很多家长或许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 耐心是

家庭教育的前提与基础。 然而，懂是一回事，实际

行动又是另一回事。 即使回到辅导作业的“场景”

之下，不少家长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做父亲的忍不

住，对待儿子甚至还要动用一些武力。

对很多家长来说， 更应该在辅导孩子做作业

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性格的短处，转而不断修剪

自己的暴躁脾气。

所幸的是，家长也只能陪孩子做作业一程，到

了初高中阶段， 作业的难度会超出家长的能力范

围，再加上孩子进入青春期阶段的叛逆期，家长想

管恐怕也管不了了。 还处在作业煎熬中的家长们，

不妨学会适当地放一放， 放弃 “孩子应该一讲就

懂、一学就会”的不合理预期，多多提醒自己不必

过于着急。

何况，家庭教育所蕴含的内容也是复杂、多元

的，辅导作业只是家庭教育中很小的部分。 家长在

陪孩子做作业的过程中， 还可以多一些心灵上的

沟通与交流。 比如，怎么和别人交往和相处、怎样

互相理解和包容，和孩子聊一聊这些“非知识性 ”

的生活智慧。 （来源：中国青年报）

瞄准教改方向 提升自身能力

自成立以来，余继华工作室便以兴义市课堂教学转型要

求为方向，以省、州、市教育主管部门相关文件为指南，“请进

来、送出去”，教研共进，教学相长，助推成员、学员专业成长，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造福乡村孩子。

不断学习，提升自己，是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应有的态度

和能力。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承担着培养教师的重任，自身的

业务能力、职业修养、教育追求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员；

学员跟岗研修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名师工作室主持

人对话， 从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的教育教学行为中汲取正能

量，反省自己，提升自己。 这一切，都需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要有“硬功夫”，基于此，余继华老师不断从专业期刊中吸取

营养，关注教改中的方向、难点、热点、着力点；不断向优秀同

行学习，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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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教师的成长、成熟、成功，离不开自身努力，也离

不开同伴引领。 乡村名师工作室是同伴引领的重要载

体。 贵州省首批乡村名师余继华工作室于

2016

年

11

月成立，四年来，该名师工作室立足于乡村教育，面向

全州完成了

108

名学员的引领、培训工作，充分发挥

了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对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起到独特的榜样示范作用。

不断解惑 不断前进

夏建琼是名师工作室的第一期学员，在兴义市白碗窑镇中学

任教，她全心要求进步，思维灵活，喜欢询问，教学中常巧用质疑，

带着问题投入教学。 有次她在电话里询问余老师：“《马说》中表现

千里马被埋没的根本原因的是哪句话？ 她认为是‘其真不知马也’

答案却是‘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也有人认为是‘而伯乐

不常有’，那应该怎么判断？ ”

夏建琼与少部分老师不一样，她不是只靠一本教科书，一本

参考书进行教学，不是教科书说什么 ，便是什么 ，她有自己的思

考。 夏建琼教学态度认真，积极参与工作室的课题研究，探索不

已，课题研究期间她从白碗窑镇到威舍镇不断往返，辛苦可想而

知，但她从不抱怨。

2019

年

9

月，她被兴义市委、市人民政府评为

优秀教师。

苏显英来自兴仁市第二中学， 是余继华名师工作室的成员，

自工作室第一期开班以来，她一直为工作室建设出谋划策，为学

员答疑解惑。

2017

年暑假期间到兴义市参加八个省级工作室共同

引领全州语文教师培训活动， 培训期间为工作室学员作两次培

训，她列举典型事例，引导学员去思考、实践，从而“成长为最好的

自己”。 她鼓励大家从方法、思想层面上促进个人成长，关注教学

方向、重难点、精雕细节、分析成绩，不断反思，坚持读写；激励老

师们从“教书匠”转变为学习者、思考者、研究者，成为“有智慧的

教书匠”。成员在帮助学员的过程中，自己也在成长。

2018

年，苏显

英老师被评选为贵州省省级骨干教师。

工作室的发展离不开团队的付出，主持人与团队的伙伴们一

起，不避讳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烦恼与困惑。 大家一起讨

论，共同研究，相互帮助，促进成长。 在各种学习与研讨中，不断地

锻炼自己，视野得到了拓展 ，素质得到了提升 ，明确了发展的方

向，完成了对

108

名学员的引领、培训工作。

几年来，余继华老师以及她带领的乡村名师工作室获得了多

项荣誉。 余继华名师工作室还多次参加跨省联合教研活动，到上

海、武汉，辽宁省海城市，广西隆林县、百色市等地参加交流活动，

发出贵州教师声音。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余继华常常心怀感恩。 她

常说，她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幸运的。

快乐站背后 喜助 Ta成长

刘子莹是余继华名师工作室的第一期学员，热心教育，自我要

求高，想在教学中把课上得与众不同，上出自己的风格。 虽然长久

摸索，但总觉得欠缺一点什么，可自己又不知原因所在。 为了早日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工作室招募第一期学员时，刘子莹积极报

名。

在开班活动中，刘子莹先听主持人、成员上示范课，参加评课、

议课活动后，就积极要求上“原生态课”，请求大家帮助诊断。

听了刘子莹的课，余继华发现了她的优势

:

有亲和力，整堂课始

终以微笑面对学生，亲切自然，学生参与度高，但也存在教学环节

缺少过渡、总结，对学生的评价缺乏有效性和针对性等问题。 后来

在名师工作室活动中，余继华和名师工作室成员，对她进行了针对

性指导，并提供专业理论书籍供他学习借鉴，反思整改，弥补短板。

她的进步很快，后来多次代表威舍镇参加实验区语文竞赛并获奖；

在八个省级乡村名师工作室教研活动中， 刘子莹在马岭镇纳省学

校所上的示范课《威尼斯小船》得到同行们的一致好评。 之后还被

兴义市教育局评为市级优秀教师。

田大琼是余继华名师工作室的第三期学员。 田大琼说，早就想

参加工作室的学习了，只是有些忐忑，但后来发觉站在路边看他人

“上车”，光看无用，所以决定“上车”和大家一同前行。 田大琼工作

多年，经验丰富，但对于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很苦恼，找不到明确

的方向。 后来，在听取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成员、优秀学员多堂公开

课后，田大琼感觉开阔了视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实战是最好的检验。 在没有听她的诊断课的情况下，余继华让

她准备一节课送课下乡。 田大琼反复备课以后， 还是感觉不够自

信，于是，余继华又到她家一起备课、磨课。 在威舍镇下德赫学校的

送课下乡活动中，田大琼凭借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大胆创新，整

堂课衔接自然，亲和力强，用符合学生心理特征的语言，彰显了鲜

明的特色，得到了工作室及下德赫学校老师的一致好评。 从此后，

田大琼很快掌握了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更加从容自信，并多次代表

所在学校上交流课、示范课。

上示范课，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是教师把自己常态课教学

作为客体进行审视、研究、提升的过程，通过一节示范课的准备、实

施和课后的交流与总结， 上课教师的收获可能比上一个学期的常

态课还要大。 因此，工作室每次活动必须有说课、听课、上课、评课

环节，在几个环节中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艺术。

减少工学矛盾 灵活多样育亮点

教师的闪光点离不开课堂，因此，余继华名师工作室就

把课堂作为教研共进的着力点。

工作室第一期学员来自州内部分县市，为了不影响学员

的工作，研修方式为“你上网来，我到线下”：建立“

qq

群”“微

信群”，利用网络平台与学员加强交流；余继华老师带领成员

到学员所在学校听取学员上汇报课，与学校教研组教师一起

参加教研活动，通过听、评、议活动，互相取长补短。

2017

年

3

月至

6

月，工作室成员分别在本校和到清水河镇中学、白碗

窑镇中学听取了

24

名学员上汇报课。 通过和学员所在学校

领导沟通后，得到大力支持，学校领导、语文教研组教师全程

参加听课、评课、议课，评课、议课气氛热烈，年轻老师提出的

一些疑难问题，工作室成员都给予解答，效果令人惊喜。

考虑到教师工作的特殊性，为了减少工学矛盾，工作室

第二期学员以本乡镇教师为主， 同时吸纳少量外乡镇的学

员。 还采取“一培一赛”形式，让两期学员“同台施技”，通过教

学竞赛，促进学员专业成长，培育和释放各自亮点。

对第三期学员，采取“双轨同行”模式，即把学员课堂教

学技能竞赛与以课题研究相结合，力争让学员研修与教学技

能双向发展。 这一模式，深受学员欢迎。

工作室三年周期满后，经省教育厅考核合格后，招收学

员、活动开展的方式就更加灵活。 工作室从兴义市第十一中

学“移步”到兴义市洒金中学开展活动。 洒金中学是一所年轻

的学校，办学不满两年，承担着易地扶贫子女的教育工作，任

课教师大多数是刚入职的毕业生，年轻教师功底扎实，理念

先进， 但也存在教学经验不足， 对教材不够熟悉等情况，为

此，工作室因势而为容易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鉴于此，工作

室提出了“先示范后辅助”的措施。 工作室主持人、成员、前三

期学员分别先上示范课并与学员研讨交流后，再听取学员的

诊断课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从而加快其成长。

张金燕是名师工作室的第一期学员，加入工作室之前是

物理教师，由于学校语文教师不够，学校安排她担任语文课

教学。 初接语文课，张金燕非常茫然，虽然此前学过语文，但

压力依然较大。 加入工作室后，张金燕常与余继华老师交流，

探讨语文基础理论，学习课程标准，研究教法，做详细笔记。

积极参加名师工作室以及学校的各项相关活动、培训，在培

训活动中，她的自身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张金燕最期待的便是一月一次的研讨活动，似乎每一次

活动都是一种滋养与浸润，她听取工作室学员公开课，从不

落下一节，听得认真，学得扎实，她把听课学习当作理论与实

践的洗礼。 在工作室的活动中，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是学

习共同体”，人人参与，个个交流，抱团成长。 因为有交流，便

可感知彼此间的差距，有了差距，便有了向前的动力，有了动

力。

通过不断学习、借鉴、反思、总结、提升，张金燕在学员教

学竞赛活动中她获得第一名。

2018

年

5

月，余继华名师工作

室被州教育局列为“扶贫送教”对象，张金燕代表名师工作室

送课到望谟县打易中学，她执教的课程赢得听课师生的一致

赞誉。

2

3

3

余继华名师工作室的成员在跟学员们交流

（图片由余继华工作室提供）

余继华在上示范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