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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陪考后半程
亲子双方达共识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教师 谢 维

案例

眼看期末考 试 临近 袁

小李的父母有些坐不住 都是各执己见遥 时间长
了袁 对孩子如何填报志 了袁 亲子双方不光观点
愿 选 专 业 不 能 达 成 一 不一致袁 小李还拒绝与
致遥 在他们眼中袁炙手可 父 母 沟 通 遥 父 母 都 说 要
热的金融类专业比孩子 在高考这一年做好孩子
感兴趣的心理学专业有 的陪考工作袁 可对于如
更 为 广 阔 的 就 业 前 景 遥 何陪考袁 他们一点头绪
每 当 讨 论 这 个 问 题 时 袁 都没有遥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上男子形体课遥

李金祥 摄

父母越说教越没用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师 黄月皎

分析
有的父母在高考临近时
会有这样的疑惑院如何做好陪
考工作袁如何在高三阶段跟孩
子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钥如果
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袁那么孩

子的高考成绩很可能会受到
影响遥 在帮助孩子确定报考
预期时袁 要遵循客观不 野专
政冶原则袁在陪考时要做到理
智不干预遥 父母容易在为孩

子确定报考目标时与孩子出
现分歧袁 导致孩子产生逆反
心理袁影响亲子沟通遥 若这样
的隔阂在陪考阶段爆发袁还
会影响孩子心态遥

支招
做选择时不野专政冶
孩子一天天长大袁在他 水平袁指学生独立活动时所
小时候袁没有全面的思考能 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曰
力袁 父母可替孩子做选择遥 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
但总有一天袁孩子要走入社 水平袁 也就是通过教学尧后
会袁面对各种挑战袁做出适 天的努力所获得的潜力遥 这
合自己的选择袁这时父母就 两者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
不可以越俎代庖了遥 所以袁 展区遥 合适的目标最好处于
父母不能在孩子即将成人 孩子的最近发展区之间袁既
的阶段野专政冶地替孩子做 不要盲目乐观袁也不要过分
决定遥
低估袁而是野蹦一蹦就能够
第一袁 分析孩子现状袁 得着冶遥
明确孩子的目标与策略遥 父
第二袁 与孩子达成共
母要根据孩子的想法尧以往 识遥 父母要让孩子自己分析
学习成绩袁 分析孩子的优尧 或引导孩子分析袁不必因分
劣势科目袁帮助孩子制定合 析不够全面或不够准确与
理的学习目标遥 心理学家维 他争执袁关键要让孩子有改
果斯基的 野最近发展区理 进的愿望遥 在此基础上袁再
论冶认为袁学生的发展有两 探讨可改进的空间袁并确定
种水平院一种是学生的现有 1 至 2 个 容 易改 变 的弱 点

为突破口遥
第三袁积极鼓励遥 这段
时间里袁 父母要学会发现
孩子的闪光点袁 并适度增
加赞美的次数袁通过言行袁
潜移默化地向孩子传递积
极尧阳光的心态遥 比如野高
三阶段会越来越累袁 但我
们是你坚强的后盾袁 有什
么事都可以跟我们说冶野不
用跟其他人比较袁 你是最
好的冶等引导遥 此外袁父母
要仔细观察孩子的日常动
态袁 无论孩子在哪方面取
得了进步袁都要及时肯定遥
当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
认可时袁 自身潜能容易被
激发出来袁 有助于向更高
目标前进遥

陪考时理智不干预
如今袁 陪读或陪考已成
为一种普遍现象遥有的父母更
是宁愿放弃工作和事业袁也要
全职陪考袁这种以野牺牲自我冶
成就孩子未来的想法是一种
普遍的野补偿心理冶遥 陪考实际
上是父母对子女学习过程的
过度参与袁 是一种溺爱的表
现袁不仅会削弱学校的教育功
能袁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孩子身
心的健康成长遥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
师袁 想让孩子卸下包袱袁自
责编/刘式歌

版式/陈 棽

己要做好榜样遥 父母要转换
思路院高考只是人生一个阶
段的总结袁并不能直接决定
孩子的未来遥
备考期间袁适当增加鼓
励无可厚非袁但过度关注及
过度期待会直接影响孩子遥
孩子被父母约束着袁不仅觉
得没有自由空间袁心理也会
变得很脆弱袁 从而害怕失
败袁担心自己对不起父母的
爱遥 一旦孩子学习成绩不好
或考试失利袁就会承受巨大

的心理压力遥
18 岁左右的孩子已经
有了很好地感受他人情绪
的能力袁无效沟通只能给孩
子传达父母的紧张情绪遥 所
以袁父母要内心平静地对待
高考袁不要特意更改原来的
生活节奏袁营造良好而宽松
的生活与学习氛围袁而不是
紧张的家庭气氛遥 过度的情
感干预实际上是一种非理
性的病态教育方式遥 热衷于
陪考的父母袁当三思而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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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袁
自我意识觉醒袁 独立性增
强袁逆反心理的出现给他们
的健康成长带来隐患遥 中学
生逆反心理如何加以正确
引导袁成为摆在父母尧老师
面前的一个重大话题遥
逆反心理在心理学领
域被这样定义院受教育者在
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袁因自身
固有的传统定式和思维模
式袁在特定教育情境下所产
生的与认知信息相对立且
与常态教育相反的情绪和
行为意向遥
高中阶段是少年期向
青年期发展的过渡时期袁高
三生精力充沛袁对未知事物
有强烈的好奇心遥 由于认知
能力的局限袁高三生会限于
找不到正确发泄方式的困
惑中袁于是千方百计地寻找
能量突破口袁盲目行动做出
一些任性的事情遥 加上所处
环境影响袁高三生在认识问
题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非理
性认识袁很多时候看问题只
看表面袁不究实质遥 当教育
者禁止其做某事袁却又不能
说出让他们信服的理由时袁
往往适得其反遥 当更多的不
准和禁止出现时袁实际上会
带来青少年更多逆反行为
的产生遥
中学生具有逆反心理袁
但不是处处逆反遥 随着环
境尧 条件的变化和教育作
用袁因势利导袁青少年的逆
反行为可以发生转变遥 教育
者若对其叛逆心理的积极
方面加以正确引导袁能激发
他们的创造力袁培养他们的
进取精神遥 反之袁则会强化
其在学业发展尧 行为表现尧
情绪适应尧人际交往和亲子
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遥
父母越是说教袁孩子反
而会表现出更多的问题遥 此
外袁长期处于父母说教下的
青少年会经常陷入自我贬
低袁产生适应问题遥 具体地
讲袁长期处于父母说教环境

中的孩子在童年期普遍会
感到无助和迷惑袁缺乏自我
价值感袁并对父母有很强的
愤怒情绪袁 而到青少年期袁
他们普遍比正常家庭的孩
子更缺乏规则袁会表现出更
多外显问题行为遥

行为问题
现实生活中袁有父母为
了让孩子有好前途袁不惜一
切代价让孩子上重点学校尧
重点班袁全然不顾孩子是否
适应尧是否喜欢新环境遥 为
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袁
父母拼命给孩子加压袁把孩
子的休息时间占得满满的遥
父母觉得自己所做是为孩
子好袁可孩子的真实想法是
什么钥 他们愿意按父母铺好
的路往下走吗钥
事实并非如此遥 有研究
发现袁 有半数以上的中学生
不愿占用休息时间参加培训
班袁 他们更喜欢自己安排时
间遥 而在父母眼中袁 临近高
考袁 孩子的唯一任务就是学
习遥 父母平常和孩子的交谈
内容也仅限于学习袁 很少顾
及与孩子情感的交流和情绪
的疏导遥 当父母看到孩子没
有学习袁 就开始不停地担忧
和唠叨遥 这时袁孩子自觉无法
达到父母的要求袁 为了减轻
内心的压力袁 会产生逆反行
为袁造成亲子对立关系遥

内化问题
除了行为问题袁青少年
在父母不适当的教育方式
下表现出了内化问题袁主要
有抑郁尧退缩尧焦虑尧躯体主
诉和低自尊遥 有研究证实袁
父母的言语诋毁尧否定和谩
骂对孩子的社会适应产生
影响袁但影响方式不同遥 男
童可能以攻击行为反应冲
突袁女童则表现出痛苦或哭
泣袁即男孩容易出现外显型
行为袁 女孩则为内隐型行
为遥 如果父母在说教过程中
充满敌意且并未妥善解决

问题袁当亲子冲突再次发生
时袁孩子在心里就会预期一
场激烈争执的发生袁并产生
心理压力遥 长期发展会导致
不健康的人格形成遥
父母长期说教也会间
接影响家庭氛围变化遥 如果
青少年在家庭关系中体会
到的是冷漠尧疏远尧不信任袁
就容易变得冷酷尧 自私袁其
情绪尧性格也会变得感情冷
漠袁对他人不信任袁为人刻
薄爱挑剔袁脾气暴躁或内向
压抑遥

3招应对逆反心理
对于消极逆反心理袁父
母和老师要积极寻求有效
的对策袁例如加强校园生活
的吸引力尧 倾听孩子心声尧
加强自我教育等袁努力消除
消极逆反心理遥
第一袁父母要认识到逆
反心理只要根源存在袁它就
不可避免地产生遥
第二袁要正确分析逆反
心理的性质遥 逆反心理虽是
一种抵触性很强的态度袁但
积极的逆反心理是一面明
镜袁 如能正确利用和引导袁
既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袁
又能改进教育的方式方法遥
父母要注意分析原因进行
克服尧矫正和教育袁掌握青
少年心理发展不平衡性的
规律袁不失时机地帮助孩子
克服消极心理袁使其心理健
康发展遥
第三袁 要努力与孩子建
立充分信任的关系袁 与他们
交朋友袁以诚相待遥 爱护和尊
重孩子的自尊心袁 选择合适
的教育方式和场合袁 注意正
面教育和引导袁反对以简单尧
压制和粗暴的形式对待遥
青少年也要学会理解
大人袁学会从积极的意义上
理解父母袁抱着宽容的态度
理解他们袁 还要把握自己袁
经常提醒自己袁虚心接受父
母的教导袁提高心理适应能
力袁展现自我价值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