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议教育”利弊怎样权
衡？家长在使用这种教育方
式时又该如何取舍？记者咨
询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老教
师陈华智。

陈华智表示，家长通过承
诺实现孩子一些愿望来激励
他们学习或是诱导他们成
长，这在亲子生活中本就司
空见惯。但是，家长们也要
注意几点。“一是不要乱开空
头支票。比如，随口答应孩
子可以满足一个心愿，或者
为了达到激励效果，做出不
能轻易兑现的承诺；二是不
要滥用，有的家长看到这种
方式管用，无论大事小事，学

习生活，样样都和孩子搞‘协
议’，最后把原本和谐的亲子
关系搞得功利十足。”陈华智
说。

对于有意使用“协议教
育”方式的家长，陈华智也
提出了一些建议：“家长也要
学会‘讨价还价’，当孩子们
提出的愿望不切实际时，家
长可以通过商量和诱导，提
出更为有利的奖励方式。比
如，把一部手机换成一次旅
行，一件乐器等。如果是已
经达成的‘协议’，家长兑现
时考虑到不利于孩子的成
长，也要学会‘合理抗辩’，
以尊重和诱导的口吻让孩子
理解，遵守契约固然重要，

但设立和达成契约的目的是
为了他的健康成长，如果兑
现了这样的承诺就和订立契
约的目的相违背，可以通过
其他的奖励替换，让孩子既能
心满意足，又能更加重视与人
的契约。”陈华智同时强调，

“除了以上因素，家长们还是
要尽可能兑现承诺，否则容易
造成孩子的失落甚至逆反心
理，起到反面的效果。”

陈华智认为，“协议教
育”有利有弊，关键是要家
长灵活掌握，善于沟通，方
式得当，可以给孩子营造平
等、愉快的成长环境，帮助
孩子养成努力完成一定目标
的习惯。

引导学习切勿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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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宝宝感冒还没完全
好，这次又感冒了。作为家长，
遇上这种反复感冒的孩子，是不
是很心塞？孩子反复感冒、咳
嗽，到底是什么原因？怎样预
防？

专家说，日常照顾上要多费
心思，才可以避免反复。对于反
复呼吸道感染患儿，父母在居家
照护时可以在四个方面加以注意。

1.护理。生活环境保持整洁
通风，避免儿童接触二手烟，尽
量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场所。衣着
应为棉质、穿脱方便、利于运
动。

2.饮食。根据儿童年龄选择
合适食材，保证营养均衡。如尽
量坚持母乳喂养至少到 6 月龄，
辅食添加品种要多样化，培养定
点、定时、定量、自主进餐行为
习惯。控制餐间零食，避免挑
食、偏食。并适当补充营养素，
如维生素A、D等。

3.睡眠。婴儿出生后即可进
行睡眠训练，睡眠环境稳定，有
固定小床，居室光线柔和，睡前

保持平静，可听催眠曲、用小声
讲故事帮助幼儿入眠，逐渐培养
儿童熄灯自主入睡，避免奶睡、
抱睡、摇睡。

4.体格锻炼。婴幼儿出生后
应尽早开始进行户外活动，最
好到人少、空气新鲜的地方，
开始户外活动时间由每日 1 至 2
次，每次10分钟左右，逐渐延长
到1至2个小时，年长儿应多在户
外玩耍。

日光浴：日光浴时间冬季可
在近中午，夏季在上午或下午进
行。进行日光浴时应戴帽护眼并
平卧，全身均匀接受日光浴，时
间每天 25 至 30 分钟，1 个月为 1
期，休息 1 月进行第 2 期。日光
浴时不宜空腹，并应及时补充水
分。

水浴：新生儿脐带脱落后即
开始温水浴，并尽早开始冷热
浴 ， 即 以 温 水 （水 温 32℃ 至
33℃） 进行沐浴，最后以少量冷
水冲淋躯干。4 岁以上儿童可以
开始学习游泳。

晚综

加强日常护理 让宝宝不再反复感冒
许多人应该都有类似

的经历，小时候父母为
了鼓励自己学习，常常
许诺一些奖品，只要学
习达到一定目标，就能
够如愿以偿获取奖励。
时至今日，一些家长在
教育年幼子女时，仍喜
欢把这种方式如法炮
制，甚至轻易与孩子达
成所谓的“协议”，把分
数、奖品约定成文。记
者调查发现，这种“协
议”式教育方法确实很
有成效，但也会遇到一
些困惑，搞不好还会适
得其反。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您
有哪些真实的感悟或体会，都
可以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
联系我们。来稿请发至邮箱
276339389@qq.com

孩子表现好 能否给奖励
老师：给予物质和其他形式的奖励有利有弊，因势利导是关键

育儿知识

亲子笔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培培 杨杨 旭旭

□□一鸣一鸣

“我不会的”“我不行”“我不
敢”……这是缺乏自信心的孩子
常说的话。这是他们的想法，从
而表现出迟疑、被动、唉声叹气或
对自己的能力没有把握。那么，怎
样培养孩子对学习的自信心呢？

首先，家长要多给予孩子以
肯定的评价，要和孩子多沟通、多
交流，建立好伙伴式的朋友关系。

在孩子取得成绩时，要及时
给予鼓励和肯定，但在经过努力
未能取得成功时更要鼓励与帮
助。如果孩子稍有失误，或孩子
的成绩不够理想时，父母不应指
责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因为
如果孩子在幼时的整个成长经历
中，总在父母的责骂中度过，就
很难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形成一
种自卑的自我评价系统。允许孩
子失误，这是每一个做父母的所
应拥有的最起码的宽容。如果他
们未取得成功，但应肯定他们所
付出的劳动和努力，以保护他们
的自信和热情，使他们看到希望，
进而激发起一种积极向上的精
神。

其次，要用发展的眼光赏识
孩子。要尊重孩子，要多赏识孩
子，不用尖刻的语言嘲讽奚落孩
子。如果当众讽刺贬低或故意揭
短，夸大孩子的缺点，就会伤害孩
子的自尊心、自信心。父母不要
常对孩子说：“你瞧，人家小明多

聪明，总是考全班第一名，你怎么
就这么笨……”如果常常拿别人
的长处和自己孩子的短处比，只
能使自己的孩子越来越自卑。只
要孩子有自己的特点，他在不断
地努力，他就是个值得自豪的孩
子。而当孩子遇到挫折或失败
时，父母更应该像知心朋友一样
关切他，鼓励孩子或和孩子共同
战胜困难。因此，称赞、赏识孩
子，就是对孩子个性、能力的一种
肯定。

最后，让孩子不断获得成功
的体验。自信心和成功是相辅相
成的，有了自信心，他就会自主
地学习，就容易获得成功。对于
孩子来说，更重要的还是先体验
到成功感，才容易形成自信心。
比如，让孩子自己做功课，父母
不要陪读；让孩子从事一些有趣
的活动等，使孩子在这个过程
中，增强自信心和责任感。如果
孩子成功后循序渐进再提出新的
目标，使孩子经常能体验到成功
的喜悦。即使孩子失败了，也要
帮助他们分析原因，让他再试一
试，使他们知道通过努力就能够
获得成功。

孩子缺乏自信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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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市区辽河路西段的
市民田晓云，儿子小宇今年
上小学二年级，小宇爱玩，
对学习不上心，这让田晓云
有点头疼。“男孩比较调皮，
我儿子爱玩，学习静不下
心，写作业磨蹭、粗心，考
试也经常因为粗心而丢分。”
田晓云说，为了激发孩子的
学习兴趣，并养成良好的习
惯，田女士听从朋友的建议，
跟小宇签订“协议”——只要
平时测验或考试能得95分以
上，就满足他一个愿望。为
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小

宇学习更加认真了。
一开始，小宇的要求就

是要一些玩具，田女士都满
足了他，但是前段时间，一
次数学考试小宇考得不错，
回来兴奋地跟田女士说他几
个同学都有一套书，这次的
要求也要买一套这样的书。

“我跟着他到书店一看，是一
款以游戏中的人物为主角的
漫画书。老师之前也说有孩
子上课爱看这种漫画书，漫
画书上有游戏，孩子上课就
玩了起来，影响学习。所
以，我跟他商量换别的愿

望，但是他当时就不乐意，说
我说话不算数，还哭闹了一
场，最后没办法，还是给他买
了那套书。”田女士无奈地说。

眼看着马上要期末考试
了，前两天田女士问孩子这
次有什么愿望时，小宇说想
要一部手机，这可把田女士
愁坏了。“当初和孩子制订

‘协议’的时候没想那么多细
节，孩子现在认为他达到了
要求，得到自己想要的也是
理所应当。现在孩子提出要
求，我还没想好到底该怎么
跟孩子沟通。”田女士说。

为激发兴趣和孩子签“协议”

对 于 田 女 士 遇 到 的 问
题，记者采访了一些市民，
对于这种通过物质奖励激发
孩子兴趣的做法，他们也表
达了自己的看法。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
了让孩子养成好习惯，采取
一定的措施，制订一定的奖
惩措施是必要的。有一段时
间我儿子不懂得节约，写完
作业不关灯，站起来就出去

了，说他很多遍也记不住，
我就跟他定了个口头协议，
如果每天都记得关灯，一周
奖励他 5 元零花钱，后来他
就养成了随手关灯的好习
惯。”市民赵永超说。

而有些家长则对此表达
了自己的担心。“我个人认为
用物质奖励会让孩子误入歧
途，最后变成只是为了奖励
才去学习或者是做其他一些

事情，让孩子过早地对物质
产生欲望，对于孩子的成长
是不利的，所以我从来不采
用这样的方法。”市民王女士
表示。

另外，还有一些市民表
示，自己和孩子签订过或书
面或口头的“协议”，但是最
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因为各
种原因不了了之，没有达到
预期的目的。

有人支持有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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