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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
孩子的注意力

女儿 4 岁了，极少有消停的一刻。 偶
或无聊，才会托起下巴，趴在枕头上面，
双眸恍惚，一言不发。 这反倒令大人们不
安了，便问她怎么回事。 她煞有介事地竖
起一根食指 ， 贴紧小嘴 ， 诡秘地说 ：
“嘘———我在想小时候的事儿。 ”结果惹
得全家大笑，小家伙也会回忆往事了呢。

也许是女孩的天性使然， 女儿向来
喜欢照镜子。 一次，太公来家里做客，特
意给她买了一面小圆镜。 女儿欢喜得不
得了，小心翼翼地藏在床头柜里，时不时
地拿出来照一照，挤挤眼睛，弄弄眉毛，
捋捋头发， 偶尔会突然大叫起来：“不好
啦！ 不好啦！ 它们吵架啦！ ”妻子闻讯赶
去， 原来女儿头发上的两根橡皮筋绞在
一块了。

席地而坐的时候， 倘不把我掀倒在
地，女儿绝不会善罢甘休。 此时她会得意
洋洋地盯着我的眼睛， 很快又会沮丧起
来：“哎呀呀， 我怎么掉到你的眼睛里去
了呀？ ”女儿还不晓得，人的眼睛是一面
更加明亮的镜子。

平日里， 妻子老是催我教女儿背唐
诗。 一天， 我便随口念了一首骆宾王的
《咏鹅》。 女儿觉得好听，忍不住问道，“这
是鹅话吗？ ”话音未落，就跑到厨房里“偷
吃”去了。 妻子盯得紧，连忙追到厨房，逼
着女儿背出《咏鹅》再喝汤。 女儿捏着调
羹，一边拨弄着银耳汤，一边撅起小嘴极
不情愿地念道：“白木耳浮绿水， 红枣子
拨清波。 ”妻子哭笑不得，我则感叹：“女
儿天生就是小诗人啊。 ”

有时， 女儿也会主动谈起幼儿园的
小朋友。 奇怪的是，每介绍一个小朋友，
她都会说明一下，某某是上痰盂小便的，
某某是上马桶小便的。 事后回想，我总忍
俊不禁，以此区分人群，虽说独特，却也
准确。

幼儿园常有依样涂色的作业， 有次
我见她不仅将一大群戏耍的小朋友涂成
花花绿绿的，还把旁边的“开心”两字涂
成五颜六色的，便忍不住提醒她涂错了。
女儿大不以为然地瞟了我一眼， 振振有
辞地说 ：“没错 ，‘开心 ’ 就是五颜六色
的！ ”我恍然大悟，不禁汗颜无地。

按照中国古人的五行说法， 女儿这
批孩子都属于 30 年一遇的 “金猪宝
宝”，女儿也一向以肖猪自傲。 每次回老
家看到猪圈里的猪猡，女儿总像见了久
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叽叽喳喳地聊个
没完，猪则报以低沉的“哦喔”声。 渐渐
地 ，女儿有了某种疑惑 ，便问爷爷 ：“我
肖猪，猪肖什么呢？ ”爷爷愣了一下，继
而郑重其事地回答了她。 女儿似乎恍然
大悟。 吃饭的时候，为表达谢意，她特意
拣了一块鸭腿塞进爷爷的口中，同时自
己嘴里爆出“嘭”地一声。 还未等众人反
应过来 ， 女儿已先作解释 ：“我在拍马
屁！ ”满桌笑倒。 我差点笑断肠子，揉了
好久肚子才缓过来，却忽而生起一丝感
慨 ：待她长大 ，在一个充满了马屁声的
世界，女儿还会当着众人拍如此纯净而
又响亮的马屁吗？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慈溪市慈溪中学）

萌童稚语
□ 本报记者 刘 婷

儿子沃克今年 5 岁， 他只有在自己乐
意的时候才会集中注意力做事。比如，我已
经告诉过他一百万次怎么写字母 “A”了 ，
但是每次在我告诉他的时候， 他就东张西
望、 坐立不安。 我试图把他的注意力拽回
来，不停地重复道：“专心！ ”结果反而是我
失去了耐心。

专家指出，一般来说，四五岁孩子的注
意力维持时长， 应该是他们的年龄乘以 2
到 4（分钟），甚至更长。 但也需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注意力持续时长的问题需要放
在具体情境中讨论，”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小
儿科医学博士尼尔·罗哈斯说道，“具体情
境到底是刚起床时、在中午、午睡前还是晚
睡前，不同情境中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注意
力持续时长是有弹性的。 ”

以专注换专注
为了培养孩子的注意力，家长首先应该

向孩子奉献出自己的注意力。 “家长习惯于
止步不前。 ”罗哈斯博士这样说道，“如果我
们自己都做不到集中注意力，就不能要求孩
子做到。 ”他还指出，在给出明确而简洁的指
导时，“让孩子保持专注的最好办法是在肢

体上与其保持亲近。 比如，你可以走到孩子
面前，跟他们进行眼神接触，让自己的姿势
保持在与视线水平的位置，或者触摸他们的
肩膀，说‘我需要你现在就这么做’。 如果我
停下来看着我的孩子说：‘艾利克斯， 看着
我，你现在需要做什么？ ’他会回答‘阅读’。
然后我会说‘那就做给我看看’。 ”

创造趣味
孩子的注意力能否集中也取决于他是

否能在其中得到乐趣。
有时候在下午， 我想让沃克学习常见

单词，他却想玩火柴盒车。这未必是什么坏
事。“玩车对孩子来说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芝加哥埃里克森儿童与家庭中心主任、临
床心理学家玛格丽特·尼克斯博士这样认
为，“有些 5 岁的孩子玩乐高积木可以玩上
半个小时，但让他们坐下写自己名字，他们
就完全坐不住。 ”

所以，家长需要一点点的创造力，以便
让无聊的事情变得有趣。 夏威夷威美亚乡
村学校的幼教老师玛丽·多提建议说，你可
以不再让孩子在作业簿上写字母 “A”，而
是让他用粉笔来写， 或者用橡皮泥捏出一

个“A”，甚至用画笔在大画架上画。 “作业
簿会让孩子望而生畏，你可以自创练习本。
你可以让孩子从报纸或杂志上剪下以‘A’
开头的图片， 或者让他们查找一本杂志里
有多少个‘A’。 这些都有助于培养孩子的
动手技能———而且更有趣。 ”

抵制分心
家长应该注意一下是否有什么东西会

妨碍孩子的专注。他是否饿了、累了？如果是
这样， 那就在要求他做作业前让他吃点小
吃。 如果家里的其他人导致对方分心，那就
让他们待在不同的房间。 晚上的睡眠质量也
很重要， 要确保孩子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孩子们从学校回到家通常需要先休息一下。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停工期’，这有利于我
们恢复精神、保持专注。 如果孩子没有得到
休整，过度劳累，他们会通过自己的行为发
出需要停工的信号。 ”罗哈斯博士说道，“他
们拒绝我们的要求，可能是在告诉我们他们
需要一些回旋的余地，需要放松。 ”

帮他们分解任务
孩子们在遇到对他们来说太难的任务

时，他们选择不去理会、不再专注。这时，他
们也许需要家长指导他们将之分解成一个
个小步骤。尼克斯举了个例子：不要告诉孩
子“去收拾房间”，你可以改成说“首先，请
你收好你的乐高， 一会我会告诉你下一步
该怎么做。 ” 你还可以把例行安排写在纸
上，然后贴到墙上，这样的视觉提醒相对于
口头提醒，效果会很不错。 请记住，简短的
提醒比长篇大论式的解释、吼叫、或让他们
产生负罪感更管用。 你还需要记得表扬孩
子的努力。 尼克斯博士指出：“我们要关注
孩子的努力过程。 别说：‘你没有写对自己
的名字。 ’你应该说：‘笔握得更紧一点。 写
在格子内。 很好。 ’”

家长可以让孩子参加其他活动 ，来
帮助他们提高注意力保持时长 ， 比如说
让孩子们读书 、玩字谜 、在做饭的时候打
下手 、 用积木搭建城堡 、 或者帮忙做家
务。 现在我已经试验过上述一些方法。 入
学几个月后 ，沃克的注意力提高了 ，注意
力保持时长也增加了 ， 他的幼儿园老师
也注意到了这点，表扬了他。 时间可以创
造奇迹。

（“东西方教育”译自 parents.com）

男幼师稀缺，已众所周知。 而在西北
工业大学幼儿园里， 却有 5 位开朗阳光、
充满活力的男教师。他们把旁人的不解和
担忧踩在脚下，用开心和快乐感染着身边
的每一个孩子。

2009 年 9 月， 从陕西师范大学学前
教育系毕业后，赵振国来到西北工业大学
幼儿园，成了这里的第一位男教师。 赵振
国喜欢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知识。他曾告
诉孩子们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叫“辽宁号”，
他还带孩子们一起观察一只带有横条纹
的瓢虫。 一棵小树苗死了，赵振国就把它
连根挖起，和孩子们一起，像考古发掘一
样，用铲子剥离树根上的泥土，让他们认
识根系的形态和植物的结构。

在班上，赵振国鼓励男孩儿谦让女孩
儿，引导孩子们勇敢豁达、相互关爱和鼓
励。 有一次在做科学小实验的时候，一个
孩子不小心做错了， 其他孩子哄堂大笑。
赵振国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并耐心地说 ：
“这时候的笑声会让你们的小伙伴更加难
受，真正的好朋友要给他加油。 ”后来，一
次上课时，赵振国不小心把水彩笔撒了一
地，在他捡笔时，孩子们中间传来了坚定
的声音“老师，加油！ ”如今，这个声音不时
回响在赵振国心里，带给他前行的力量。

董乐，毕业于西安文理学院学前教育
专业。 来到幼儿园之后，园长根据董乐的
兴趣爱好，安排他从事幼儿园的体育教学
工作，也从此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向篮

球的大门。 在篮球课上，董乐总是能带给
孩子们无限的快乐与激情。他将培养孩子
的运动兴趣与身体素质放在首位，并根据
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制定出一套适合幼
儿教育的篮球教学法。

在董乐的带领下，西工大幼儿园“小
小篮球赛”至今已举办了两届。 在篮球的
影响下，董乐成了孩子们眼中的大明星，也
让勇气和坚韧深深印在了孩子们的心上。

“我喜欢孩子，喜欢他们天真无邪的
笑脸，更喜欢他们围着我问这问那。 ”就是

这简单的理由，让杨乐选择了学前教育这
份最阳光的职业。杨乐，高高的个子，戴着
一副眼镜，看上去是那样阳光帅气。

小朋友们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
杨乐一起玩。 也正是这简单的一个“玩”，
让杨乐班里的孩子在体能方面有了很大
进步。 无论外面天气多冷，杨乐都坚持带
孩子们到操场上锻炼，让孩子适应气候的
变化，增强他们的体质。现在，经常会有小
朋友对妈妈说：“我长大了要当杨老师，因
为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就是这一句

看似没头没尾的话，让杨乐感受到了这份
职业所带来的肯定与认同。

此外，还有毕业于西安文理学院幼儿
方向医学营养专业的幼儿园 “多面手 ”
———安天宇， 他既是幼儿园的保健医生，
同时还负责幼儿园内的电脑课及摄影摄
像等工作。 在他的指导下，孩子们从最基
本的坐姿、鼠标键盘的使用，到各种软件
的应用，操作自如。 2012 年，西工大幼儿
园购置了一批摄影、摄像以及后期剪辑设
备。 安天宇自学了拍摄、后期剪辑制作等
专业技术，经过一年的努力，西工大幼儿
园“小小电视台”顺势而生。

这里， 不得不提到幼儿园的新生力
量———王登峰。作为一个主攻理论研究的
老师，毕业后，王登峰直接进入了幼儿园
小班工作，这对他来说，着实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为了孩子，王登峰一切从头学起，
付出了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给孩子擦屁
股，第一次给孩子穿衣服，第一次给孩子
喂饭……慢慢地，孩子们感觉到了王登峰
的关爱，王登峰也感受到了和孩子在一起
的乐趣。 现在，王登峰的保教工作逐渐走
入正轨，他开始思考怎样做才能发挥男教
师的特长，对幼儿施加积极的影响。

西工大幼儿园的孩子们常说：“我们
幼儿园是个家，家里有妈妈，也有爸爸。 ”5
个“爸爸”每每听到这句话，都会不由地相
视一笑，并互相鼓励着，为了我们的孩子，
“加油！ ”

彼岸风�

新书推荐

幼儿园里的阳刚之气

“全国幼儿教师培训用书”共包含 6
册，分别是《家园沟通实用技巧》、《幼儿教
师专业成长 》、《幼儿教师如何做研究 》、
《幼儿园环境设计与指导》、《幼儿成长及
发展个案研究》、《幼儿园活动设计与经典
案例》， 基本指向了幼儿园教师所需要的
全部专业素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培训研
修体系。 适用于在职幼儿教师的全员培
训， 兼顾幼儿师范院校学生的职前培训，
以及非学前专业人员从事学前专业的岗
前培训。

比如，《家园沟通实用技巧》， 从幼儿
园、班级管理、教师等 5 个层面探讨如何
建设教师与家长之间的“育儿共同体”，基
本覆盖了家园工作的主要内容，既包含通
识性的认知， 也有一些常规性的工作，还
提出了很多可行性的方法。

《幼儿教师专业成长》，力图将实践的

综合性和理论的针对性结合起来， 以专
题、问答的形式，归纳并回答幼儿教师专
业发展中可能遇到的、与实践紧密联系的
幼教理论知识。

《幼儿成长及发展个案研究 》，是一
本指导教师如何个性化地观察和教育幼
儿的手册。 本书介绍了 6 种最常见的不
同类型的幼儿在园发生的真实故事。 通
过鲜活的案例， 具体指导教师如何 “应
对” 各种性格的孩子———捣蛋鬼、 沉默
的、害羞的……

《幼儿教师如何做研究》，对幼儿教师
的科研活动予以案例式展现，呈现了幼儿
教师工作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和教研模式。
诠释了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必须做到在
实践中总结科学的工作方法，并用科学性
的认识指导每日的教学实践。

丛书汇集了幼儿教育专家 、一线幼

儿园园长和教师的智慧 ，本着 “从一线
中来 ，到一线中去 ”的宗旨 ，摒弃了章节
式的教科书或学术性著作的编排方式 ，
以专题的形式呈现 ， 每篇独立成文 ，操

作性强 。 倡导参与式培训 ，通过案例分
析 、延伸与讨论等方式 ，最大化地体现
自主参与 ，构建参与式培训的场景 。

大夏书系———“全国幼儿教师培训用书”
主编：朱家雄、张亚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孙文辉

前排左起董乐、赵振国、杨乐，后排左起王登峰、安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