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女儿交往之体会 □ 周广玲

通过自己教育孩子的体会，我觉得培养孩子的社交能
力，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多带孩子亲近大自然。一个在自然熏陶下长大的孩
子，对身边的事物包括人都有很美好的情感。 这是孩子与
人交往的基础或前提。

2． 让孩子学一技之长， 给孩子一个自信的支点。 我
女儿小时候比较胆小，见人就怕。 于是，从幼儿园开始，我
就让她参与六一庆祝活动，学习古筝，慢慢地她的胆子也
大起来了。

3． 让孩子知道感恩。 这需要家长在平时熏陶。 比如如
果夫妻之间经常说“谢谢”，那么我给女儿递水果，或者倒
水时，就会听到女儿真诚地说“谢谢”。 知道感恩，能说“谢
谢”的孩子，会有更多的朋友愿意与之交往。 社交能力便会
在交往的过程中逐步提高。

4． 多参加一些活动。 父母和孩子经常去参加一些活
动。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去拜年。但要提醒大
家，拜年的时候，首先要向朋友介绍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推
到社交的前台，这样孩子才会比较自然地和别人交流。 这
一点特别重要，不要在与人说话的时候，把孩子撇在一边。

5． 给孩子一些空间和时间去和同龄人交往。 过年的时
候，女儿和初中高中的同学，常常有聚会。 我们都大力支持。
孩子社交的最基本能力，就是在和同伴的交往中养成的。

现在我的女儿上大学了， 孩子的待人处事的能力很
强：善良、乐于助人、整天面带笑容，既不张扬、也不腼腆，
即使与陌生人交流，也很得体。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邹城市三迁祠小学）

儿子自小就很乖，不太爱说话，往往一个人玩大半天
也不急，津津有味的样子。 我们觉得很省心，直到有一天，
一位教师朋友逗儿子：“一米有多长？ ”儿子没有说话，不情
愿地用手比画了一下。 这位老师对我说：“你儿子太过内
向，与人交流有些胆怯。 ”我吃了一惊，原来沾沾自喜的背
后竟然有巨大的隐患。

自此以后，我和妻子不再抢话头，有意让儿子主动说话。
“儿子，××跟你说话呢，你回答呀。 ”
“儿子，××来了，你要问好。 ”
“儿子，来电话了，你先接一下。 “
假期，儿子有了较多空闲时间，这也是锻炼他社交能

力的大好时机。
“赶”他出去，让他主动去找小伙伴们玩。 看着儿子满

身大汗地跑回家，大口喝水，我心中有了一丝安慰。
留在家里，让他主动邀请小伙伴们来玩。 看见他们交头

接耳、“鬼鬼祟祟”的模样，听到他们开心的大笑声，我喜上
眉梢。

看电影去，让他主动邀请小伙伴一起看电影，让他自
己上哈票网订票、买套餐；到了大地数字影院，让他自己去
取票、拿小吃。

旅游时，让他去问路、买门票。 在上海乘坐地铁时，在
地铁志愿者的指点下， 儿子在自动售票机上成功地买到
票：“爸爸、妈妈，我买到票啦。 你们看，这是塑料做的！ ”那
高高举过头顶、紧紧攥着地铁票的小手，那闪亮的眼睛，那
潮红的脸蛋，那自豪的神态，至今令人难忘！

儿子，主动些，好朋友在向你招手。
儿子，主动些，美好生活在向你招手。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烈军属子弟小学）

我妻弟由于生意忙， 无暇顾及孩子， 经常把孩子关在家
里，做作业、玩玩具、玩电脑。 结果外甥女成了一个十足的“宅
女”。我与妻弟商量，让孩子假期到我或他二姐家，由我们来慢
慢地诱导她，教她与人交往的技巧。

于是，每次我和老婆去逛街，都把她带着；去参加宴会也
把她带着；去同事家串门也把她带着。 人家看着她和我儿子，
还以为是亲兄妹呢！带着她与人交往，利用“言传”和“身教”教
给她社交的艺术。

首先，教她在交往中做到微笑对人。 微笑地问候同伴，微
笑地发表见解，微笑地面对误会，微笑地参加活动。

而后，教她在交往中主动招呼。 在自己做表率的同时，鼓
励孩子接触陌生的环境，在社交中培养孩子的良好礼貌习惯：
主动开口打招呼，热情地招呼客人。

接着，教她在交往中大方待人。利用学校布置的假期实践
活动、合家团圆和到亲戚家拜年的机会，让她参与会客、做客、
会餐敬酒等互动活动。

然后，教她在交往中耐心倾听。当与别人交谈时，尽量给
她说话的机会，让她知道只有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才能很快
回答与交流。 若与别人发生矛盾时，也要在倾听中宽容地解
决问题。

最后，教她在交往中分享快乐。我有意选择与儿子关系较
好的同伴与她进行交往，在小伙伴的感染下，她学会了沟通、
交流，与同伴们一起体验、分享难受与快乐。

如今，她已被选为英语学习委员，在班级颇“吃得开”，性
格虽不外向，但合群了、有玩伴了，能和同学们协作相处，很能
帮老师分忧，办事踏实，颇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利川市凉务小学）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与周围人的交往。 因此，我们不妨利
用春节———

让孩子学会与长辈交往，拉近亲情。春节带孩子回家看望
老人，一方面以自己爱老敬老的实际行动给孩子做榜样，培养
孩子尊重长辈，孝敬老人的良好品质。 另一方面，我们要让孩
子认识家族的每个成员，了解家族的历史，聆听老人讲过去的
人和事，传承家族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培养孩子对家的情感，
认识家的重要性。

让孩子学会待客，学会做客。家里要来客人，我们要培养孩
子做好接待客人的各种准备。 打扫庭院室内卫生，热情迎接客
人，礼貌称呼客人，端茶倒水，主动照顾小客人，陪小客人聊天、
玩耍，耐心解答客人提出的问题，要做一个有爱心、有耐心、热
情好客的小主人。 如果带孩子去亲戚朋友家做客，要提前对孩
子提出做客要求：谦虚礼貌、文明大方，不随意动主人家的东
西，不随意打断别人的谈话，注意就餐礼仪，做一个受欢迎的小
客人。

让孩子学会与同伴交往。 假日里孩子自由支配的时间比
较多， 我们可以放手甚至鼓励孩子去找邻居和附近的小伙伴
们交流信息，商量问题，一块锻炼身体，参加各种有益的活动，
让孩子感受友谊的快乐和幸福。

让孩子学会与陌生人交往。 假期里，出门乘车或购物，外
出做客，总会遇到一些陌生人。一方面我们要指导和提醒孩子
注意自我保护，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防范上当受骗。另一方面
我们要教育孩子对人要真诚友善，尊重宽容他人，主动向他人
问好表达自己的善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邹城市太平中学）

儿子，主动些 □ 许保明

利用春节促“交往” □ 程文金

“言传”与“身教” □ 曹显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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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夜话

赏了花灯、品过元宵，从觥筹交错中走出来的家长们，话题又回到了孩子身上。 于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抱
怨：“春节聚会多，可是我的孩子，家里来人也不说话”，“我的孩子一放假，就一头扎进游戏、电视和网络里不
想见人”，“我的孩子一点也不懂为人处世之道，真是伤脑筋”……种种现象，提示我们要教孩子如何社交了。

新年是中国人相互走动、人情往来的高峰期，也是培养孩子社交能力最好的时机。 走亲访友，您是否带着
孩子去拜年，让他尝试“阅人无数”？ 有朋远来，您是否让孩子参与接待，让他学会“察言观色”？ 孩子也有自己
的圈子，您是否教会他如何给不同身份、不同关系的人拜年吗？ “社交”也是一门学问，这个寒假，作为教
师、作为家长，您是如何“因材施教”的？ 本期夜话将与您一起倾听网友们的“教育叙事”，分享他们的“锦
囊妙计”，了解孩子交往中的“注意事项”，也许能帮您陪孩子玩转“社交”———

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是教育界的共识，许多教师都以此为目
标，孜孜以求地进行着自己的教育工作，而学会交往是“学会生活”的重要一环，因此要
借助各种形式，灵活有效地开展学会交往教育。

教会交往的方法。 进行专项社交礼仪教育，教给学生与人交往的方法。 在应试教育
的影响下，许多家长只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却将日常礼仪、待人接物等教育抛掷一旁，
造成许多孩子不懂得在生活中如何与别人交往，以至于许多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纷纷
到礼仪班学习培训。孔子也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
立。 ”因此，在放假前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社交礼仪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用“活动”搭建平台。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有助于他们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学习
跟各种人交往。 寒假期间，我们组织学生开展了“讲普通话状况调查”、“特色年货大搜
集”、“快乐拜大年”等多种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而且也让
他们通过这个平台，明白了如何与人交往。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内向的孩子由于脸皮薄、
拉不下面子，可能活动效果不是很好。因此，在活动前要进行合理的分组，让内向的孩子
跟活泼外向的孩子结成小组，以进行必要的带动。

快乐的“交往日记”。“交往日记”将记录孩子们跟小伙伴交往过程中有趣的事情。这
些“交往日记”要在开学的时候进行展示，让学生相互分享交往带来的快乐，同时带动更
多的孩子学着改变自己，主动跟别人交往。

引导学生学会交往，将是赠给学生的一项宝贵财富。 如果我们能在放假前，借助校
讯通或致家长一封信的形式，向家长讲明学会交往的好处，以取得家长的支持和帮助，
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我们相信：学会交往，必定会让学生的生活像花儿一样幸福地开
放。 因此，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明确自身责任，为学生学会交往尽心尽力！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新郑市外国语小学）

为了改变儿子的“宅”劲儿，今年寒假，我和孩子妈商
量，请她让“贤”，由孩子当家，做一回家庭“财政部长”。

我们提前给孩子制订了一个货物购买清单，并做好预
算。买什么，去哪儿买，交代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把钱如数
交给他，由他自己去购物。原则是：超支不补，节约归己。 儿
子每天拿着“大把”的现金，那高兴劲儿别提了，也不上网
了，也不在家玩了，每天都兴致勃勃地出去，天天都要花一
两个小时在市场买东西。 问他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儿子
说他在砍价，因为“节约归己”，砍下来的钱就是他自己的
了。 他还和我们显摆，本来这东西要多少钱，现在的价钱是
多少，他节约了多少，等等。

其实，让他到集市上和卖货的打交道，砍砍价，一则免
得他在家宅着，二则还能锻炼社交能力，何乐而不为？ 年
后，我打算让他继续当家。 当然，执行这个计划也要注意两
点：一是让孩子去市场购物前，自己先去市场转一转，每天
把大致的价格行情摸清楚，给孩子的钱只能让他“略有斩
获”。 二是特别叮嘱孩子把钱要放好，别让小偷盯上了，做
到安全第一。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都昌徐埠中学）

“宅儿”当家记 □ 王雪晴
学会礼貌。 我经常寻找机会给儿子讲授餐桌上的基本礼仪。 正月初四，我带着孩

子去姑妈家做客，桌上还有两三个和儿子年龄相当的孩子，主人刚端上几盘菜，孩子
们便争先恐后地伸出筷子，还有的干脆用手去抓，儿子见状也准备动手。 我微笑着看
了他一眼，示意他注意礼仪。 孩子虽然很馋，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放下筷子，正襟危
坐。 酒过三巡，见众人推杯换盏差不多了，我又用眼神示意儿子向长辈们敬酒，儿子心
领神会，端起杯中的饮料敬酒。 儿子的彬彬有礼和其他小朋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
得了大家的交口称赞。

学会交谈。 我发现：儿子跟小伙伴在一起时有说有笑，而跟长辈们在一起话语就
少了；跟熟悉的人聊天自然随便，与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往往显得很拘束，不苟言笑。
因此，我告诉他，要善于在饭桌上寻找与人交谈的话题，并能用心倾听他人的发言。 比
如，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可以谈玩，谈学习；跟叔叔、伯伯可以询问他们的工作情
况；跟阿姨可以谈论她们的衣着打扮；跟爷爷、奶奶可以问候他们的身体状况。 一开始
儿子还有些胆小，显得生涩，但很快就谈吐自然，一上餐桌，他很快就和桌上的人们打
成一片，成为招人喜爱的“开心果”。

学会感恩。 在很多人眼里，小孩子在餐桌上，是最受关照的对象。 不管在哪里聚餐，
大人们都会热情地为小孩子夹菜， 对家长和众多孩子来说， 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情。 每当这时候，我都会告诉孩子要及时地说一声“谢谢”。 大多的孩子遇到美味的菜肴
总会一阵狼吞虎咽，而我则提醒孩子，要细细品味，并适时地说上一两句赞美的话。懂得
感恩，不吝惜赞赏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得到别人的接纳和好感。

学会助人。 每一次过年聚餐，孩子们总是在大人们觥筹交错，兴味正浓之时已匆
匆地“结束战斗”，一边自娱自乐去了。 而聚餐结束，剩下的一片狼藉，似乎根本就与他
们没有任何关系。 针对这一点，平时一日三餐，我有意识地将收拾餐桌作为儿子必修
的功课之一，以养成良好习惯。 虽然，他那稚嫩的小手，帮不了多大的忙，但无论何时
何处，一个乐于助人的儿童，都会受到别人的欢迎。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枣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餐桌上的学习 □ 王海军

引导交往 “我”的责任 □ 毛林英

我儿子今年 10 岁，假期基本都是闷在家中写作业、看电视、玩游戏，或是在大人的
陪同下外出活动，自己的社交活动很少。而我小时候，一到假期，就和许多小伙伴一起写
作业，一同做游戏，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如今有人“拼车”，有人“拼饭”，为什么我们
不能尝试着“拼养”，让孩子能和伙伴们一起“拼学”。

我和几个熟悉的家长谈了我的想法， 决定这个寒假让几个孩子聚在一起共同做作
业，完成当天作业后再一起做游戏。 每一个孩子轮流做东道主，不仅要为其他的孩子提
供学习场所，还要安排好游戏的内容。

我们回家和孩子们一说，没想到他们都非常赞同和期待。 第一天我儿子是东道主，
一大早他就起床，把自己的房间和客厅收拾得特干净，又把家中的几张桌子搬到他房间
里摆整齐，并准备好了糖果和饮料。 不久，其他几个孩子来了，他们很有礼貌地敲门，并
向我们问好。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学习，还不时地针对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完全不
需要家长的督促。 完成作业后，他们又到了小区的活动场上打起了乒乓球，活动场上不
时传来他们愉快的笑声。

这种情况一天天上演着，我们发现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有快乐，还有他们的责任、交
往能力以及文明礼仪的提升。 这就更让我们明白了，钢筋水泥能隔离一个个空间，但割
不断孩子们彼此渴望交往的童心。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灵璧县九顶中学）

“拼养”与“拼学” □ 张家坤

教育叙事

任秋红：家长要帮助孩子学会社交。
1． 对孩子交往的人群要了解一点。 孩子身

边的人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要了解孩子交
往的人群，帮助孩子分辨是非黑白，教孩子学会
慎重择友。

2． 对孩子交往的朋友要热情一点。 给孩子
做个榜样，也能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 对孩子社交的常识要指导一点。 孩子在
与人交往前，家长要给予指导。比如社交的基本
礼仪、社交的技巧等。

4． 对孩子交往的机会要创造一点。 要培
养、锻炼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不能坐等，要善
于为孩子创造机会。

（作者单位系黑龙江省宁安市兰岗镇学校）

李娟：假日社交“五注意”
1． 注意为孩子选择合适的“阅人场地”。
2． 注意恰当地进行“席前教导”。
3． 注意巧妙地进行“现场暗示”。
4． 注意与孩子一起 “有福共享， 有难同

当”。
5． 注意跟上及时的“席后点拨”。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高密市第二实验小学）

注意事项

锦囊妙计

假期，教孩子学“社交”

引导孩子和家长“交往” □ 王家成

假期里，一个孩子来找我求助：“爸爸刚打工回家，就去打麻将了，打电话也没人
接，我该怎么办？ ”

我问他：“你爸在哪儿打麻将？ ”
孩子说：“不知道，他不对我们说。 ”
我让孩子发个短信试试。他说已经发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回音。他拿出手机给

我看：“爸：您还不回来，别把您打工挣的钱都输完了。我明年上学还要钱。 ”看了这条
短信，我发现，孩子与父亲的交往有些“偏差”。 于是在我的引导下，他又给爸爸发一
个短信：“爸：我这次期末考试成绩全优，还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您回来还没有看
我的成绩单呢，儿子没有让您失望。 ”他爸爸马上回复短信：“儿子，爸爸很高兴。搓两
把就回来，您再好好跟爸爸说说。 ”看到回复后，我就把孩子送回家，大半个小时已经
过去，还是不见其父的踪影。 我问孩子吃晚饭没有，孩子说要等爸爸回来再一起吃。
看到孩子的孝心，我启发他又发了一个短信：“爸：您在往回走吗？ 我和妈妈都还没有
吃饭，等您回来一起吃！ ”“儿子，10 分钟到家。 等着！ ”

一家人终于高兴地吃上了这顿幸福的晚饭。
于是，我在想：我们当老师的，不能只教学生文化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如何同家

长“交往”（沟通），这同样很重要。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城市龙头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