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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的孩子
咋引导
□孙冰

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活泼开朗，人

见人爱。可有的孩子生来内向，不喜欢

与陌生人打交道，这就让父母很着急。

面对内向的孩子，家长应该怎样做呢？

当今社会，无论工作还是交友，忙忙

碌碌中让我们很少有时间去慢慢了解一

个人。外向的人更善于表现自己，更能

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比内向的人更受

欢迎。于是，父母大多都希望自己的孩

子成为活泼开朗的人。其实，家长忧虑

的不是孩子性格内向，而是担心孩子将

来适应社会的能力问题。

心理学家认为，性格内向的人，重视

主观世界、好沉思、善内省，较少向别人

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社交场合容易害

羞；性格外向的人，爱社交、活跃、适应性

强，但不愿深入思考。可见，每种性格都

有其优劣，而且纯粹的内向或外向的人

是没有的，只是特定场合下，某一性格占

优势。性格内向并不影响个人在事业上

的成就。例如，李白具有较明显的外向

性，杜甫则有较明显的内向性，但他们都

是名垂千古的伟大诗人。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发展的特定时间

表，对于处于成长期的孩子，家长应尊重

孩子的发展节奏，不宜过早对其能力下

定论。性格是生活的投影，如果父母想

让内向的孩子更具社交能力，就多带孩

子参加集体活动、外出郊游或约小朋友

到家里玩等，让孩子从小接触更多的人，

使其性格得到全面发展。另外，父母也

要起示范作用，在带孩子外出过程中首

先要表现出与人交往的快乐，这样孩子

会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受到影响。

内向的孩子一般心思比较细腻、敏

感，他们需要慢慢融入环境。在孩子与外

人交往时，父母要提前与孩子沟通，教他

学会自我介绍，慢慢树立自信心。此外，

在日常生活中，不要总是说孩子比较内

向，因为原本“害羞”的孩子更易受到暗

示。同时父母要注意保护孩子的自尊心，

不要让孩子因为性格内向而背负压力。

性格内向并不等于孤僻、古怪。当

一个内向的人想要变得外向时，他可能

失去了内心的安宁，也失去了自我发

展的机会。人只有发展好内向的力

量，让心快乐，外向的个性才能慢慢

释放，才能放得开。因此，父母应该

学会接受孩子的内向性格，尊重他们

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尊重他们的行

为习惯，这样他们的身心才能得到健

康发展，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⑩8

家长必读

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南阳日报

现代教育

微信公众平台

欢迎您的关注本报记者 孟新生

每年暑假结束，总有一些学习成绩

不大理想的学生实现弯道超车，在新学

期找到不错的学习状态，脱颖而出；也

有一些平时表现不错的学生却迟迟找不

回学习状态，成绩一落千丈。这巨大的

差距正是在暑假悄悄拉开的！转眼间，

暑假已过了一大半，有些坏习惯也要改

一改了。

胡吃闷睡作息紊乱

偶尔睡个懒觉当然不是什么大问

题，可是如果天天睡懒觉，甚至睡到

中午才起来，那就成问题了。最基本

的作息一乱，连带着吃饭、游戏、学

习……什么都跟着乱。更糟糕的是，

等到假期结束，还要恢复到早睡早起

的作息规律，由于原来的生物钟已经

打乱，又需要一段时间重新调整，多

折腾啊。好习惯是耗费时日渐次养成

的，要毁掉好习惯却只是朝夕之间

的事。

对小孩子来说，吃和睡是最大的问

题。放假在家，各种零食随手可得，父

母的管束比较松懈。零食吃多了，就没

有胃口吃正餐，身体的代谢功能就会出

问题。

假期可以不完全按照平时的规矩

来，但也不能放纵无度，而是要有“假

期的规矩”。比如睡懒觉这件事，重要

的不是几点起床，而是每天都要在相对

固定的时间起床，不能随意熬夜，肆意

赖床。跟睡懒觉的问题一样，零食是孩

子生活的重要乐趣所在，但吃什么、吃

多少，怎样协调零食和一日三餐的关

系，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沉迷游戏疏于运动
假期一到，手机、电脑、电视取代

常规课堂成了孩子生活中的主角。看电

视、玩游戏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活

动不足，老是窝在家里，还常常伴随着

吃零食的坏习惯，容易发胖不说，精神

状态也不会好，常常是一副慵懒的样

子。甚至一开口说话就是“王者荣

耀”、“穿越火线”之类的游戏，一旦让

这样的状态变成日常行为，就很难回归

到正常课堂中。

父母可以抽时间带着孩子一起去公

园逛逛，或者安排一些体育锻炼，连逛

街也算是一项“运动”。父母要上班的

时候，也要请看护人多带孩子出门去

玩，还可以鼓励孩子跟小区里的孩子一

起玩，小孩子之间的追逐打闹，自有他

们的乐趣，也达到了活动身体的目的。

看电视、玩手机都要有一个度，可以制

定一个家长和孩子都比较认可的方案，

督促孩子收心。

不做作业耍臭脾气
放假了就要放松放松，这是不少父

母和孩子的共识。但在放松的同时，学

校布置的假期作业还是要完成的。此

外，对于学琴、学画、跳舞、练字等特

长班的孩子而言，即使放假也需要每天

都抽出一定的时间来练习，不能随意间

断。但这些不能间断的练习，偏偏很容

易在假期里间断。

孩子通常觉得：“我辛苦了一个学

期，假期就应该放松。”这样的放松一

旦失控，就容易进入不做作业、不上特

长班、不进行基本练习等完全假期模

式。虽然知道这样不对，但家长和孩子

往往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先玩几天再

说！这样的共识一旦失去期限，就很容

易造成恶果。而一旦孩子期待的“放

松”与实际的“放松”有了差别，就容

易滋生臭脾气。

建议父母事先跟孩子商议好一个日

程表，规定每天几点到几点是学习时

间，或者每天要有多长时间是必须用于

学习的、每天要完成多少学习任务（比

如画一张画，练一页的字等），具体时间

可以相对灵活一些。与学校相比，家更

让孩子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所以在家更

容易肆无忌惮、一语不合，就会发脾

气。这不见得是坏事，但也需要用一定

的规则和秩序来约束，这样孩子才能更

自如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如果太过放

任，反而会使他缺乏安全感，茫然不知

所措。⑩6

暑假坏习惯 赶紧改一改

□齐颖

阅读活动是幼儿语言教学的重要

载体之一，对于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

力、发展观察能力、提高想象能力和思

维能力、丰富知识情感都有着重要作

用。因此，幼儿教育工作者应当以绘本

阅读为载体，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

法，促进幼儿口语表达能力的提高。

创设语言环境。《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指出：教育应当创设自由宽松的

语言交往环境，支持、鼓励和吸引幼儿

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体验语言

交流的乐趣。教师可以在班级中创设

“快乐书吧”，经常为幼儿布置阅读任

务，促使幼儿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加强

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幼儿口语表达能

力的提高。以绘本教学《蛤蟆爷爷的秘

诀》为例，教师可以为幼儿布置这样的

阅读任务：观看绘本PPT，仔细观察绘本
中角色的表情、动作，体会角色的情感变

化，大胆猜想故事内容，用自己的语言表

达对画面的看法。绘本中蛤蟆爷爷的三

个秘诀就像一条线，带领着孩子们走向

积极的探寻之路。老师要求幼儿在观看

绘本的过程中带着问题去思考，就是要

求幼儿积极表达，多想、多说、多练，从而

提高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

开展情景表演。幼儿的口语表达

能力是在人际交往活动中积极运用而

得到发展的，综合幼儿语言发展特点，

开展与绘本有关的情景表演来提高幼

儿语言表达能力就显得相当重要。此

外，口语能力的提高需要幼儿不断进行

表达、不断发言、不断练习。但是在课

堂教学活动中，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这

种集体表达的欲望很难一一满足，因此，

开展情景表演满足了幼儿表达、交流、展

示的愿望。在情景表演活动中，每个人

都在特定的情景中充当一个角色，在表

演过程中都要聆听同伴的对话，每个人

都要开口说，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都得

到保证，说话的愿望也得到满足。在绘

本教学《蛤蟆爷爷的秘诀》中，教师可以

利用这则绘本情景性强的特点，组织幼

儿进行情景表演，分角色扮演蛤蟆爷爷、

小蛤蟆，促使幼儿尝试用语言表达、交

流、解决问题。同时，考虑到满足全体幼

儿语言表达欲望的教学需求，教师应当

尽量选择那些人物众多、情节简单、语言

丰富的绘本开展教学。

设计有效提问。3~6岁的幼儿认
识范围正在逐步扩大，已经具备说一句

完整的话的基本特点。因此，教师可以

设计一些有效提问，例如请幼儿猜想绘

本故事情节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增强

幼儿运用语言开展创造性表达活动的

信心和能力，促进口语表达能力的进一

步提高。

教育专家指出，绘本的教育价值是

多元的。教师可以有意识地选择题材

多样化的绘本，在强调绘本语言教育价

值的同时，将语言、科学、艺术、健康等

领域的活动整合起来，追求绘本的多元

教育价值，促进幼儿口语表达能力的提

高。⑩6
（作者单位：南阳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如何提高幼儿口语表达能力

西峡县米坪镇初中

“四个关键”保平安
本报讯（记者孙冰 通讯员葛松山）西峡县米坪镇初

中积极探索安全管理新方法，以“四个关键”为抓手，确保

校园平安。

学校抓住完善制度的关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制度、

条例，层层夯实责任；抓住强化措施的关键，明确管理目

标，突出工作重点，强化管理措施；抓住精准督查的关键，

学校每周对校园安全、校舍安全、食品安全、周边环境等

进行督查，发现问题，挂牌整治，确保隐患整改到位；抓住

明确奖惩的关键，对在平安创建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个

人、先进班级给予表彰奖励。学校坚持“一票否决制”，把

安全工作作为绩效考核的一项硬指标，成为教师年终考

核、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⑩8

新野县施庵镇二小

养成教育提素质
本报讯（记者孟新生）经典诵读成为常态，全员阅读

提升素养，就餐、就寝安静有序，上、下楼梯靠边慢行……

新野县施庵镇二小在安全意识、行为习惯和综合技能等

方面注重学生的养成教育，全面提升学生能力和素质。

施庵镇二小坚持以素质教育为导向，以创新为核心，

注重开展学生养成教育，深受社会好评。学校在学生上、

下楼梯和就寝、就餐、如厕、路队等方面出台细则，要求学

生严格执行，养成守纪律、讲规矩的好习惯。与此同时，

学校持续、深入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使之成为教育教学工

作的一部分；启动书香校园创建工作，全员阅读，让书香

伴随学生的校园生活……活动的持续开展，帮助学生养

成了讲文明、懂礼仪、爱读书、勤动脑的好习惯，学生综合

素质得到全面提升。⑩6

内乡县马山口镇中心小学

“青蓝工程”制度化
本报讯（记者孟新生）内乡县马山口镇中心小学充

分发掘学校的优秀教师资源，合力打造“青蓝工程”，鼓励

青年教师主动与老教师结合，签订协议、结对助教，学校

根据结对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兑现奖惩，使“青蓝工程”成

为学校的一项制度。

“青蓝工程”对结对的双方都提出了较高要求，老教

师要为人师表，为青年教师树立高尚的师德形象，在不断

提升自身素养的同时，帮助青年教师熟练掌握教学工作

的各个环节，练好教学基本功，提高课堂管理能力；青年

教师要在老教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逐步提高驾驭课堂

能力和班级管理能力。“青蓝工程”充分发挥了骨干教师

的传帮带作用，拓宽了青年教师专业化成长途径，使青年

教师尽快在教育教学方面脱颖而出，成为学校的后备骨

干力量。⑩6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的志愿者到南召县留山镇大沟小学开展志愿活动，丰富学生们的假期生活。图为志愿者正在教孩子们

学习太极拳 ⑩6 通讯员 吴正伟 摄

社旗县

多措并举防溺水
本报讯（记者孙冰 通讯员杜振堂）暑假期间，社旗县

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代表分布广泛、联系选民广泛的优势，

在开展安全教育、排查安全隐患的基础上，组建38支“呵护
学生暑期安全志愿者小分队”，在危险河道、池塘周边巡

逻，严防溺水等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学生的暑期安全。

县人大代表还与中小学教师一起进村入户，向学生

讲解预防溺水知识，教育孩子坚决做到不私自下水游泳，

提醒广大家长对学生暑期安全高度重视，切实尽到对孩

子的安全教育和监护责任。同时，志愿者小分队对学生

经常游泳、戏水的重点区域开展巡查120余次，劝阻下水
游泳10余次，切实杜绝了溺水事故的发生。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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