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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察内心缺失 为成长“按需补养”
荣成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高龙

每次参加班主任交流会袁我总会发现一些问题和各式无
奈遥 诚然袁学生的成长充满了复杂性袁教育也永远是需要野专
业冶和野细腻冶相互成就的事业遥 为什么同一年龄段尧同一个班
级的学生外显行为各不相同钥 为什么相同的教育方法对一些
学生有效袁对有的学生却收效甚微钥 为什么多样的手段尝试
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钥 我认为袁所有问题投射的背后都是缺
失的心灵正在挣扎与抗议袁化解之根就在于要洞察学生的需
求袁为成长的心灵野按需补养冶遥

也不曾脱离队伍曰不论相隔多远袁我都尽量让自己的目光与
他有一段对视时间袁虽然他有些羞怯尧腼腆袁却又分外安静坦
然噎噎
我曾经认为袁自己 3 年的呼唤和付出从来不曾在这名学
生内心激起任何波澜遥 其实袁我错了袁即使是一名特殊学生袁
他的内心也有属于自己的感知和接收方式袁只是静默是他最
独特的表白遥 更重要的是袁他身上问题的呈现与消解的过程
让我悟到了这样一个道理要要
要要努力去查探学生内心的需
求袁要用别样的回应与学生互动遥

我喊住了他袁问道院野你给老师的礼物准备好了吗钥 冶他麻溜儿
地从口袋里掏出折好的一把野幸运星冶给我遥 我向他表示了感
谢袁他破天荒地用野不客气冶来回应遥 从那之后袁他对我的回应
多了起来袁对班级活动也热心起来遥
其实袁我的初心很简单院希望能让这名学生送不出去的
那份情意有着落袁更希望借着别样的接收和回馈慢慢打开他
的心扉遥

别样的情意传达袁需要别样的接收回馈

野高老师袁每天早晨袁我家孩子走在上学的路上问的全是
废话袁下午放学后还总是哭哭啼啼的遥 他才上学袁怎么就开始
厌学了呢钥 冶这是一名新生家长的反馈遥
我听完家长的话开始琢磨袁该生的言外之意投射出的是
怎样的心理需求呢钥 我大胆推测院或许袁刚从幼儿园的状态切
换到小学生活袁 他只是需要大人说一句关于身份转换的肯
定遥 如果他得不到肯定和认同袁一颗成长的心就会浮在半空
里袁无法在小学的教室里安顿下来遥
孩子的成长需要被肯定尧被看见袁但是教师和家长有时
缺乏敏锐的捕捉力袁习惯于看而不见遥 于是袁孩子就会在身份
转换的特殊节点上充满惶恐和不安遥 看见孩子袁看见变化和
成长袁有时候就是一种最好的陪伴遥
教育的复杂性就在于难以捉摸遥 其实袁每一种野想不明
白冶野看不懂冶的背后都是内心需要的某种映射遥 只有多一些
探根之问袁多一点体察之思袁才能真正野按需补养冶袁让生命成
长一路暖阳遥

别样的关注渴求袁需要别样的回应互动
新的学期重新分班后袁我不再教他遥 殊不知袁他一旦闲着
没事就来拼命地拍我办公室的门曰我在前面走路袁他从后面
冷不丁地猛推我一下就跑噎噎
后来袁我尽量委婉地把这些状况反馈给了他的妈妈遥 他
的妈妈说院野高老师袁你以前做他班主任的时候袁每天早上到
教室里都会先摸摸他的头袁课间也会一遍遍地说耶小宇袁过来
和同学们一起玩儿爷曰这个学期袁你不再带他了袁他有点儿不
适应遥 冶我回应道院野是啊浴 他为什么不去拍别人办公室的门
呢钥为什么他不去推其他老师呢钥冶我的心头突然射进来一束
光院在种种针对我的异常之举背后袁其实是他内心的需求在
发出呼声要要
要他可能需要我一如既往的关注和照顾遥
我试着改变自己袁与他互动院路上相遇袁我会停下脚步呼
唤着野小宇冶袁并且等他跟上来袁再说几句唠唠叨叨的话袁虽然
他不回应袁却显得文静而乖巧曰课间操活动时袁我会拍拍他的
肩袁告诉他野要好好跑步冶并陪他跑一段袁虽然他不看我袁却再

班级群体中总会有难以融入的个体存在遥 倘若教师面对
细节时能多一些细腻的感知袁面对异常时能多几分敏锐的呵
护袁让成长稍稍转向就有可能别有洞天遥
一进教室袁我就捕捉到了端正尧整齐中的一抹不和谐遥 马
大伟正侧着身子袁手中拿着一张有了抓痕的彩色纸袁正歪着
头看我遥 这是一个孤僻得让人很难感知到他的存在的学生遥
今天袁 他作出这样的举动肯定是在向我发出某种别样的信
号遥
我说院野大伟袁今天是教师节袁高老师一直等着你送的祝
福呢浴冶野老师袁我还没做完遥冶他一脸平静地回应袁眼神中却闪
烁着耀眼的光芒遥 我深知袁对一名向来不善于和别人交流的
学生而言袁这已经是他最友善的表达了遥 我更庆幸袁自己及时
捕捉到了他的不同寻常并尝试着作了相对正确的解读遥
第二天袁看到他一次次野无意冶地在我办公室门前路过袁

别样的自我证明袁需要别样的确凿认可

请允许孩子长大
平阴县实验小学 汝莉
周围很多朋友谈起青春期的孩子时
都会不约而同地皱眉尧叹息院野青春期的孩
子太难管了浴 冶我也有同感遥 究其原因袁除
了孩子因为荷尔蒙爆棚导致的容易冲动
外袁家长们普遍都在犯一个错误袁那就是
野不允许孩子长大冶遥
记得儿子上初二的时候已经开始表
现出明显的青春期逆反心理遥初二的某个
周末袁我把儿子最喜欢的一双鞋洗了渊儿
子有个特点袁 就是喜欢某一双鞋就天天
穿冤遥 我本以为能晾干袁结果赶上阴天袁到
了下午 3 点还是湿的遥 这时袁儿子准备去
上自习袁我建议他先穿别的鞋遥结果袁不知
是因为太喜欢这双鞋还是故意置气袁他表
示非此鞋不穿遥可是袁这双鞋太湿了遥我一
再劝说袁他反倒跟我较上了劲遥 青春期的
孩子认定的事袁 即使十头牛也拉不回来遥
于是袁我们两个吵了起来遥最终袁他还是穿
着湿鞋气呼呼地甩门而去袁 把我气得够
呛遥他走后袁我坐在沙发上既生气又担心遥
脚毕竟是人的野根冶嘛浴 又湿又凉多难受
呀浴可是袁过了一会儿袁我静下心来转念一
想院反正不是我受罪浴对年轻小伙子来说袁
这点难受也算不得什么遥 再说袁难受一点
儿也好袁能让他长记性遥这么一想袁我一点
儿也不生气了袁反而有点儿幸灾乐祸遥
晚上 8 点半袁儿子下自习回家遥 一进
门袁他以为我还会继续野算账冶袁没想到我
笑眯眯地戏谑他院野怎么样钥湿鞋穿得舒服
吗钥 冶 他一愣袁 也笑着不服气地回击我院
野嗯袁舒服浴 小意思啦浴 冶看着他的情绪不
错袁我赶紧说院野别嘴硬啦浴 冶他见我给他
野搭台子冶袁也赶紧顺着台阶下袁嬉皮笑脸
地说院野妈袁穿湿鞋是不好受遥以后袁我再也
不这样做啦浴 冶
我深受此事启发袁 经常告诫自己院儿
子到了青春期袁和谐共处比讲清道理更重
要遥 只有亲子关系和谐袁我说的话他才会

听得进去遥只有野亲其师冶袁才能野信其道冶遥
如果整天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剑拔
弩张袁即使我是哲学家袁他也照样听不进
去我说的话遥因鸡毛蒜皮的小事伤害亲子
感情更得不偿失遥 如果不是原则性问题袁
家长必须学会放手遥
我观察了一下周围袁发现青春期孩子
与家长闹矛盾不外乎一个原因院孩子不听
话遥 其实袁这就是父母不允许孩子长大的
一个重要标志遥 从童年到少年袁孩子的一
切行为尧思想都要符合父母的想法袁否则
就是野不听话冶遥 但是袁很多为人父母者忘
了袁孩子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产物袁与我们
的少年时代相隔近 30 年遥 30 年是什么概
念钥 孩子的世界肯定和我们有巨大的差
异遥 如果我们依然要求孩子野听话冶袁这个
世界还会进步吗钥 还会有创造和发展吗钥
儿子进入青春期正是开始长大的标志袁不
管对错袁他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袁在思想
上开始与父母分离遥 只要他的行为尧思想
没有偏离主流袁 我就允许他独立思考袁或
者说允许他长大成人遥 但是袁很多家长习
惯于孩子是自己的附属品袁认为孩子的一
切行为都应该与父母保持一致遥这就是亲
子关系的矛盾点院一方要长大袁一方不允
许他长大遥
这件事过后袁 我努力克服家长作风袁
减少家长的野控制欲冶袁正确面对儿子是时
代产物的现实袁尽力理解儿子的思想和言
行遥 之后袁在近 10 年里袁我们共同经历了
很多事情遥 有些事情我们能够达成共识袁
有些需要各自保留袁 有些还能互相学习尧
成长遥 直到他考上大学袁我们再也没有发
生过激烈的争吵袁至今仍然保持着无障碍
沟通的习惯遥
所以袁想让孩子能更好地发展袁家长
就要允许他和自己想的不一样袁允许他长
大遥

聋哑学校是一个无声的世界遥 要在无声的世界里办好
教育袁谈何容易浴 但是袁作为潍坊聋哑学校党支部书记尧校
长袁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院在这个无声世界里袁我们一代
又一代聋校教干和教师袁 用自己的心弦谱写出了最美的教
育乐章遥
教育是什么钥如果用一个字诠释袁那就是野爱冶遥爱是教育
的核心袁教育是爱的传承遥 对此袁每个教育工作者都耳熟能
详遥
但是袁同样一个野爱冶字袁在潍坊聋哑学校袁干部和教师却
有着特殊的感受和理解遥 从 60 多年前教堂里的一间小屋到
友爱路旁的一幢红楼袁从最初的野大爱冶精神到现在的野和窑
爱冶文化袁学校以野爱冶为办学的核心袁历经多年袁始终未变遥 在
这里袁无数个感人的故事诠释出全体教职工对特殊生命的关
照遥 这些故事仿佛一颗颗珍珠袁闪耀着人间的大爱遥
孩子袁抱着抱着就长大了
萌萌是被父母放在学校门口的遥 家里实在没有办法了袁
医院不收她了袁她也没地方可去遥 最后袁抱着一线希望袁父母
把她放到了我们学校门口遥 教师们看到手足无措的父母和让
人心疼的孩子袁就伸出手把萌萌抱到了自己怀里遥 就这样袁她
成为聋哑学校的一名学生遥
年轻的教师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学生要要
要她连张嘴
吃饭都不会遥 要学会吃饭袁克服吞咽障碍是第一道难关遥 于
是袁两名教师袁一个把萌萌抱在怀里袁另一个把饭轻轻地喂到
她的嘴里袁用手托着她的下巴袁一点一点帮着萌萌咀嚼遥 就这
样袁教师一点一点地喂着袁萌萌一遍一遍地练着遥 终于袁萌萌
学会了嚼袁学会了咽遥
在校园里袁萌萌的身影并不难寻找袁她的左手总是拿着
一个小镜子袁一会儿看看这里袁一会儿闻闻那里遥 现在袁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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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里有个女孩叫小丽袁她的父母经营厂子袁没有时间和精力照
顾她袁就在城里买了一处房子袁由年迈的祖母照顾她遥 由于长时间
不与父母在一起尧缺乏亲子沟通的缘故袁小丽有些特立独行袁很少
与同学尧教师沟通遥
近期袁小丽的举止有些异常遥课堂上袁她经常托着腮袁望着小军
的背影陷入沉思袁 有时还莫名其妙地笑出声来袁 脸上带着一抹红
晕遥课下袁只要小军不在教室里袁她的目光便游移不定曰而只要小军
一出现袁她的目光就定格下来袁不再看其他人遥 我猜想院这个女生
野早恋冶了遥
经过观察袁我发现小军没有在这方面动心思遥 可是袁如何引导
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袁让她正确对待青春期异性的好感袁准确把握
与异性交往的尺度呢钥 这成为困扰我的一大难题遥
我立即联系小丽的父亲袁他给我出主意院野你先揍她一顿袁然后
告诉她袁再谈恋爱就送她回家浴 冶听了这话袁我感觉后背发冷遥 要想
改变孩子袁父母首先要改变自己的观点遥
在家校交流中袁我发现袁小丽的父母觉
得他们能在城里给孩子买房子袁 还让老人
照料她的饮食起居袁就够了遥他们不知道的
是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袁异性亲子关系的
构建对孩子的发展举足轻重遥可以说袁父亲
的教育决定着女孩的一生遥
对女生来讲袁 父亲的关爱和培养意味
着什么钥 父亲教育又会对女孩产生怎样的
影响钥 答案是院在一个女孩的心目中袁父亲
是个神奇的尧 与母亲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伟
大人物要要
要父亲的力气大尧肩膀宽袁能让她
青
州
感到安全遥 女儿与父亲的关系就像烙印一
第
样袁会印刻在女儿的潜意识深处袁父亲怎么
三
对女儿袁用什么方式相处袁女儿会有怎样的
中
感受袁 都会对女儿的未来生活有着深刻影
学
响遥在女孩的心目中袁父亲往往代表着这样
张
3 个词要要
要野安全冶野快乐冶野权威冶遥 我们可
洪
以想象院 一个拥有安全感的女孩必然会成
腾
长为自信的女孩曰 一个可以从父亲那里得
到正确指导的女孩也必然会成长为幸福的
女孩遥 父亲教育所起的作用恰恰是母亲教
育不可替代的遥 然而袁生活中袁大部分女孩
的父亲跟小丽的父亲一样袁由于种种原因袁
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遥 父亲角色的缺失
导致女孩很容易从周围的男同学中寻找精
神寄托袁 小丽对小军的感情恰恰说明了这
个问题遥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袁 小丽的父
亲非常后悔袁他愿意与我一起教育孩子袁弥补以前的野亲情欠账冶遥
他与妻子定期带领小丽参加亲子沙龙遥在活动中袁我引导家长与孩
子共同阅读关于如何建构亲子关系的书籍袁 并交流各自的读书心
得遥他们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袁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个体发展的
影响袁探讨父亲尧母亲角色在孩子成长历程中的作用遥 他们还用表
演情景剧的方式分享家庭教育方面的成功案例遥在观看的过程中袁
父母与孩子一起反思尧探讨袁解决了很多困扰他们已久的问题遥 我
还用心理剧的形式让小丽向父母倾诉一个缺乏父母关爱的孩子的
内心独白遥 情到深处袁父母拥抱着女儿哭了一场遥 3 个人的泪水流
在一起袁心贴在了一起遥
如今袁小丽的父母明白了一个道理院丰富的物质生活无法代替
心灵的关爱袁孩子真正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遥他们推掉了生意上的
应酬袁每天傍晚就赶回家陪伴女儿遥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小丽重新
焕发出纯真少女的活泼劲儿袁教室里经常传出她那欢快的笑声遥看
到她和一群女孩叽叽喳喳的样子袁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遥我终于解
决了这个野早恋冶问题袁这名女生开始健康快乐地成长起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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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温暖的怀抱
商河县新航实验学校 侯万霞

为传承红色基因袁赓续红色血脉袁安丘市兴安街道白芬子小学近日举行了野红
领巾心向党袁争做时代好队员冶新队员入队仪式袁由学哥学姐为学弟学妹佩戴上了
鲜艳的红领巾遥
渊孙爱蓉 郑君如 摄影报道冤

谱写无声世界最美的乐章
潍坊聋哑学校 王京强

经成为七年级学生袁成为学校里吃饭最认真的一名学生遥 今
年袁她最大的进步就是学会用笔写自己的名字遥
野老师袁我没有妈妈袁你当我的妈妈吧冶
每个特殊孩子身后都是一个特殊家庭遥
小倪刚来学校时是一个极度孤僻的孩子袁他的母亲在
医院判定他是聋哑孩子后就再也没有回家遥 从此袁他便跟
着父亲和祖父生活遥 三口人尧三代人尧三个男人组成了一个
家遥
他自卑袁不敢抬头袁不敢直视任何人遥 这时袁一名年轻
的女教师伸出手袁决心把他拉进阳光里遥 一次不行就再来
一次袁目的是让他能够在阳光下痛快地哭尧真实地笑遥 这名
教师用了 自己所有的方法院没话题袁就 找 话 题袁 他 不回 微
信袁就一遍遍问曰一发现他有了一点小进步袁就带着全班学
生表扬他曰疫情期间袁一天三次问候遥 果然袁功夫不负有心
人遥 就在去年母亲节的时候袁小倪给教师发了这样一条消
息院野老师袁我没有妈妈袁你当我的妈妈吧浴冶从此袁小倪的脸
上增添了很多笑容袁这名年轻教师也有了一个勇敢却又脆
弱的孩子遥

野长大后袁我就成了你冶
教师们都是看着琪琪长大的遥 琪琪的父母都是聋哑人袁
是她的祖父送她来学校的遥来校第一天袁祖父拉着她的手说院
野来袁给老师磕个头浴 他们就是你的父母了遥 冶
琪琪在学校里有个疼她的小哥哥庆庆袁他是校学生会主
席袁平时总是悉心管理学生的起居遥 个子小小的琪琪总是跟
在身材高大的庆庆身后袁仰望着他袁看着他如何用心对待每
名学生遥 2019 年袁在学校学习了 14 年的庆庆毕业了袁琪琪抱
着他大哭一场遥从那之后袁一个意志坚定的琪琪出现了遥 她开
始学着哥哥的样子照顾比她小的同学袁 也成为学生会的一
员袁担负起学生管理工作曰而她的身后也出现了一个小个子
的同学佳佳袁如同她当年跟着庆庆一般遥
在聋校学生心中袁教师不仅是野传道尧授业尧解惑冶的师
者袁而且是无所不知尧无所不能的野哆啦 A 梦冶遥当遇到问题和
困难时袁学生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父母袁而是教师遥 和朋友闹
矛盾了袁找教师曰和父母吵架了袁找教师曰钱包落在公交车上
了袁找教师曰想外出打工袁但父母不理解袁找教师噎噎聋校的
教师不曾辜负过这份信任遥 在这种关系中袁师生之间是没有
血缘关系的亲人袁也是真正交心的朋友遥

新学期袁一名年轻的女教师休产假袁学校领导安排我接替她的
工作遥
一段时间后袁女生刘颖渊化名冤的野出格冶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遥
当时袁我班进行小组合作学习授课遥 每当我抛出一个问题袁同一个
小组的学生都热烈讨论袁 只有刘颖呆呆地坐在一侧愣神噎噎在学
生们讨论的间隙袁我悄悄地走过去袁以和风细雨式的语气问她院野你
怎么了钥 冶她没有回答袁红着脸趴在了书桌上遥
以后的几堂课袁刘颖还是这样遥几名同事都说院野这孩子性格特
别内向遥 冶一名与刘颖交往密切的女生也说院野老师袁她一直这样遥 冶
我想院不行浴 我得找她的家人问问遥 只有对症才能下药啊浴
那天傍晚袁我按照同事的指点走进了刘颖的家遥她家就在镇政
府的家属院里遥晚上近 9 点了袁我才见到她的妈妈遥原来袁她的妈妈
是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袁正驻村包点袁早出晚归是家常便饭曰爸
爸则在县城某局工作袁一周才回来一次噎噎未容她妈妈说完袁我就
找到了刘颖的野病根冶要要
要缺少父母的关爱遥
我将刘颖的妈妈拉到门外袁把刘颖的野病根冶说给她听遥 然后袁
我向她表态院野我和丈夫带着女儿来你们家照顾刘颖一段时间遥 这
样或许能解开她的心结遥 冶
第二天一早袁我和丈夫尧女儿一起走进了刘颖的家遥 刘颖刚起
床袁妈妈已去了驻村包点的村子袁茶几上只有一块冷冰冰的面包遥 女
儿按我的授意袁同刘颖谈起了班级趣事曰我和丈夫则赶紧走进厨房袁
给刘颖烧稀粥尧炒菜尧馏馒头遥 一切准备就绪了遥 当新的野一家人冶坐
在一起吃饭时袁我看见刘颖呆呆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感动遥
中午放学后袁 我让女儿到刘颖的班级找她袁 带她来到学生餐
厅遥 我们野一家四口冶坐在一起袁吃了一顿热乎乎尧香喷喷的饭菜遥
下午放学后袁我们一起走进刘颖的家遥 我和丈夫做晚饭袁女儿
给刘颖讲她和同学之间的故事遥 当我和丈夫把煎的韭菜盒子和熬
好的八宝粥端上餐桌时袁刘颖竟破天荒地对我和丈夫叫了一声野老
师冶浴
闻听此言袁我的心抖动了一下遥然后袁我们陪着刘颖袁等她的妈
妈下班遥离别之际袁我抱了一下刘颖遥那一刻袁我感觉她的身体抖动
得特别厉害遥第二天尧第三天噎噎直到第七天袁我和丈夫尧女儿还是
重复着这样的野故事冶遥
第七天是周日袁刘颖的爸爸在单位加班没能回家袁妈妈还是忙
着驻村包点遥 这天晚饭后袁刘颖对我和丈夫说院野老师袁我要是有您
这样的爸爸尧妈妈该多好啊浴冶听刘颖这么一说袁我就对刘颖动之以
情尧晓之以理袁丈夫在一侧敲起了边鼓袁女儿机灵地运用所学的心
理疏导知识给她念起了野心经冶遥
离别之际袁 我仍和前 6 天的晚上一样给了刘颖一个温暖的怀
抱遥
这样的野故事冶持续了整整一周遥整整一周袁我给了刘颖 7 个温
暖的怀抱遥
一周后袁 上午讲第一节课的数学教师下课后突然问我院野你用
了什么办法钥 刘颖开始讲话了浴 冶我问院野真的吗钥 冶他说院野真的浴 这
节课袁她举手发言了 3 次遥 冶
接下来是我的课袁未等上课铃声响起袁我就奔向了教室遥 刚到
教室门口袁早已站立于此的刘颖竟紧紧地抱住了我袁喊道院野老师浴冶
刹那间袁我和刘颖的眼里都涌出了泪花遥我忍不住给刘颖的妈妈打
电话报喜袁还对她面授机宜遥
此时此刻袁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院对教师来说袁给予学生一个温
暖的怀抱尧说一句激励的话语尧投以一束温暖的目光都会解开学生
的心结袁助其健康成长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