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2022年11月24日 本版编辑／章清清 美编／欧阳子益
E－mail：65252775@qq.com

生活·亲子

亲子宝典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家校社协同育人、家庭
编者按 教育的重要性再次彰显。那么，怎么认识和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呢 ? 为此，今日女
报 / 凤网推出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校长妈妈����
说���
家教》
����������������������
，邀请知名的、优秀的校长们，以校长、妈妈双重
视觉来畅聊家庭教育，以她们独有的体验、经验为家长们支上一招。

校长妈妈说家教 2：

孩子很“佛系”
，家长如何激发他们的内驱力
������������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章清清

校长妈妈支招：
学习不上进，家有“佛系”的孩子怎么办？

校长妈妈：陈婧
长沙华夏实验学校校长
中小学高级教师、长沙市优秀校长
家有读高中的小棉袄

校长妈妈的家教故事：
初中数学考 23 分的女儿如何逆袭？
谁也想不到曾获得“优秀校长”称号的——长沙
华夏实验学校校长陈婧也有过为女儿学习成绩焦虑的
烦恼。
“你知道吗？我女儿刚上初一时，数学只考了 23
分，成绩是班级的倒数第 10 名。”陈婧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女儿读小学时，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基本
没管过她。上初中后，学科压力陡然加大，当发现女
儿成绩断崖式下滑时，她一度也非常焦虑。
“看到这个
分数，当时我的血压一下就飙升上去了，她自身的挫败
感也非常强，初中的第一学期几乎是在哭闹中度过的。”
面对这种情况，有的父母可能会指责孩子为什么
不努力，但陈婧却先反思了自己。她认为这不是孩子
的错，是自己平时关注孩子太少导致的，所以，她先
诚恳地给女儿道歉。
“我说小学的时候，妈妈关注你
的时间太少了，没有关系，我们从初中重新开始，我
们就从 23 分开始，妈妈陪着你一起学。”陈婧说，女
儿听了这番话后很感动，那也是她和女儿亲子关系的
一次重启。
初中三年，不论女儿考试什么成绩，陈婧都没有
指责过孩子，更没有吵过一次架。陈婧经常问女儿的
一句话是“你需要妈妈为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当
发现女儿遇到难题想求助老师，却因胆怯不敢上前时，
她就主动找老师帮女儿进行沟通，帮女儿打开了主动
求助的大门。
当发现女儿基础知识学得不牢，考试容易丢分时，
她就给女儿整理出了一摞厚厚的错题本。她经常跟女
儿说 ：
“你不要焦虑，不要跟别人比，妈妈只有你一个
女儿，你就跟自己比。”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女儿的
自信慢慢建立起来了，成绩也越来越好，中考时英语
还考到了 117 分。
陈婧说，她曾经也常拿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孩子
比，可每当这时，她就会问自己：别人家妈妈为孩子
做到的事情，我能不能做到？别的妈妈好的教育方式，
我又能不能做得到？
“我们往往在拿孩子去跟别的孩子比的同时，却没
有看到对方家长的付出，这些家长为了孩子做了什么，
这些背后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你凭什么又要求
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比别人强呢？” 陈婧说。

在很多家长的观念里，每
个孩子都要奋力奔跑，但是就
有那么一些不喜欢奔跑的“佛
系”孩子。其实，说实话我挺
羡慕“佛系”孩子的。
第一，“佛系”孩子的心理
状态非常不错，他将来产生抑
郁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孩子小很
多。
第 二， 这 类 孩 子 的 内 心 世
界实际上是比较富足的，他一
定有自己想要追寻的东西，只
是还没有发现。有的孩子为什
么会有美术特长？有的孩子为
什么会有艺术天赋？一个人如
何能发现自己天赋特长，其实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寻
找和激发����������
，���������
这个过程需要家庭、
老师还有孩子三方共同努力去
挖掘。“佛系”的孩子在内心精
神世界比较富足的情况下，一

定有自己内在的价值追求，只
是这个点还没有被点燃和激发。
第三，这类孩子的性格��
多数
是比较平和的，他的人际关系
肯定也不错。所以，对于“佛
系”的孩子，家长不要过度焦
虑，最重要的是怎么去点燃他
内心的内驱力�������
，������
一定要从他自
己感兴趣的方向出发����
。���
但这不
是靠一两句话��������
就�������
能解决的问题�
，
作为家长需要用心去发现，看
上去仿佛对什么都不在乎的孩
子，他的内心究竟在乎什么？
需要在生活细节中去琢磨和捕
捉。当这类孩子的内驱力一旦
被点燃，他的潜能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一定要
去引导他发现职业梦想。��
而�
关
注和发现，是激发“佛系”孩
子内驱力最重要的方法和策略。

寄宿��������������
还是������������
不寄宿，孩子上学怎么选？
这个问题因人而异。跟孩
子和家庭的安全感有很大的关
联。总体来说，没有最好，只
有适不适合。如果孩子需要寄
宿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家
长和孩子共同做好心理准备。
第一，在寄宿前的一段时
间里跟孩子建立非常好的情感
链接�����������
非常重要�������
，这种链接会带
给 孩 子 一种 信 任 感 和 安 全 感，
不管他去什么学校，他都知道
爸爸妈妈是
��
为什
��
么 送他
��去
���
��
的�
，
这是所有孩子适应寄宿学校的
前提。

第 二， 共 同 去 探 索， 寄 宿
学校和非寄宿学校到底有什么
不一样，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要
跟孩子一���������
起��������
经历一个探索的过
程。因为对于孩子来说，这是
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提前去
了解、参观寄宿学校，有助于
孩子安全感的建立。
第 三， 告 诉 孩 子， 即 便 到
寄宿学校读书，但爸爸妈妈对
你的关注和关爱一直都在，只
是换了一种不同的方式，让孩
子感受到父母的爱其实是无处
不在的。

扫一扫，
更多解答，
请看视频号

新生儿咳嗽是怎么回事
文 / 吴玲峰（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1. 呛咳。如果母乳特别充分，或
者是配方 奶粉喂养的 奶瓶 奶流量过
大，导致孩子的舌头不能很好地控制
喝����������������
奶的速度，会有一定的奶进入气管，
此时孩子容易出现呛咳，甚至会将奶
咳出来�
。这种情况应该先让宝宝安静，
�������������
并将宝宝抱起来，拍拍嗝，然后等孩
子平稳后再喂奶。2. 受到刺激。婴幼
儿的咽喉部位非常敏感，如果受到冷
空气、凉水等刺激，都容易导致气管
开口处的组织出现水肿������
、�����
发痒等异常
状况��������������
宝宝������������
为了让局部瘙痒得到缓解，
就会通过咳嗽的形式让瘙痒状况得到
减轻���������������
，所以������������
，�����������
婴幼儿咳嗽也可能是不良
刺激引发的。3. 感染。如果新生儿所
处的环境当中有人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或者周围的空气环境比较差，存在比
较严重的污染，此时也容易受到感染，
出现感染性咳嗽。

打麻药对��������
孩子������
身体有影响吗
文 / 廖伊莹（湖南省儿童医院麻醉手
术科）
麻药类型分为局部麻醉和全身麻
醉，正常注射麻药后，会对人体的感
知神经、疼痛神经造成影响，尤其是
孩子��������������
的年龄比较小，大脑中枢神经系
统发育尚未完善，这种情况下如果多
次注射或过量注射麻药，有可能会使
中枢神经受到损伤。但如果采用的是
局部麻醉，合理使用麻药的情况一般
不会对孩子的中枢神经造成太大的影
响，仅可能会有暂时性的局部肌肉疼
痛、头晕、乏力等症状，通 过调养、
多休息等，可逐渐恢复正常。在正常
情况下�������������
使������������
用全麻，孩子需要进行气管
插管呼吸支持，如果麻醉过程比较顺
利，孩子在呼吸支持的情况下，不存
在缺氧、缺血，麻药苏醒以后也不会
对����������������
其���������������
智力和其他器官造成影响，所以，
不用担心全麻�������
用������
药的副作用。

儿童拔牙打麻药会损害大脑吗
文 / 何芬芳（湖南省儿童医院麻醉手
术科 ）
常用的麻药是利多卡因，剂量很
小代谢也非常快，对大脑不会产生任
何影响。所以，儿童可以在麻醉作用
下拔牙，具体����������
情况��������
如下：牙体硬组织
与牙周软组织的治疗属于有创操作，
操作过程中会感觉疼痛�
；�����
利多卡因作
�����
用就 是 局 部麻 醉，作为������
��������
常用麻 醉 药，
患者��������������
使用后�����������
在整个治疗操作过程中没
有特别明显的不适感。因此在进行较
稳固的乳牙拔除，或较复杂的多生牙
拔除时，要用利多卡因进行局部麻醉。
儿童对拔牙难免会有恐惧心理，所以
需要局部麻醉辅助缓解疼痛，便于拔
牙的顺利进行，也能�������
让儿童����
更好配合
医师操作。麻醉效果通常可持续 2 小
时左右，局部麻醉药作用消失后神经
功能就完全恢复，并且对各类组织无
损伤作用�����������
。麻药残留������
一般在 2-6小时
��
内就可排出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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