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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放在心上，轻易原谅
有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爸爸，在发现孩子“偷

拿”家里钱的时候，很多时候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放

任孩子的小动作。然而这样的放任对于孩子来说

并非好事，这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行为。孩子的世

界观、金钱观以及人生观是在爸爸妈妈以及老师的

帮助下逐渐塑造的。孩子“偷拿”钱的行为显然是

“小恶”，绝对是不值得提倡的。孩子如果不明白

“偷拿”钱是偷盗行为，而爸爸妈妈又不去及时教育

引导，那么孩子的观念就会逐渐扭曲。

这类爸爸的做法最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

在这样放任自由的家庭教育中长大的孩子，在未来

也很难塑造正确的三观，甚至由犯小错逐渐发展到

犯大错，最终酿成大祸。

C 沟通教育后
再视情况给予适当惩罚

相对于前两种爸爸的做法，这种爸爸的做法显然

更加合理。在发现孩子“偷拿”家里的钱后，既不当作

小事放任自由，也不怒火攻心肆意打骂，而是通过沟

通明确孩子拿钱的目的以及心态，再耐心地告诉孩子

这样做是错误的，让孩子明白在法律中偷窃的后果是

怎样。最后，在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保证以后

不会再犯后，再由家长和孩子共同协商双方都能够接

受的合理的惩罚。

既保护了亲子关系，维护了孩子的自尊，也能够

帮助孩子建立起做事的准则。而孩子在平静的氛围

中更容易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再犯同样错误的概率也

会大大减少。

B 不问原因，肆意打骂
有些爸爸在发现孩子“偷拿”钱后第一反应就是不

问原因打骂孩子，这样的行为反映出了其家庭教育的

高压。这类爸爸能够明白孩子“偷拿”钱的做法是错误

的，也知道要让孩子意识到这一点。然而这类爸爸做

法太过极端，是非常不值得效仿的。孩子“偷拿”家里

钱的原因多种多样，或许是因为家长忘记给孩子零花

钱了，或许是因为孩子学校组织捐款而担心爸爸妈妈

不给钱，又或许是因为攀比心理在作祟。而如果家长

不问原因就对孩子大打出手的话，只会让孩子产生恐

惧心理以及逆反心理，认为爸爸不会理解自己，亲子关

系也就将会岌岌可危，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生长在高压家庭中的孩子很容易产生深刻的自

卑情绪，这样的负面情绪甚至会伴随孩子的一生。

一年级
学习习惯

1、按时完成作业；2、养成正确的读书写字姿势；3、

能阅读拼音小故事。

生活习惯

1、每晚准备好第二天的学习用品；2、早睡早起；3、

按时吃饭、不吃零食，爱惜粮食；4、爱护书本、爱惜学习用

品；5、自己穿衣服、系鞋带。

交友习惯

1、同学之间友好相处，不打架、不骂人；2、乐于帮助

同学；3、不与陌生人交往。

健康习惯

1、早晚刷牙；2、饭前便后要洗手；3、不买小摊食品；

4、按时做两操。

行为习惯

1、见到老师和客人主动问好；2、不乱扔果皮纸屑；

3、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

二年级
学习习惯

1、每天预习半小时；2、独立完成作业；3、认真听讲；

4、自觉阅读课外书。

生活习惯

1、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2、吃饭不挑食；3、早睡

早起。

交友习惯

1、不与陌生人交往；2、不欺负比自己弱小的同学；

3、同学间要相互帮助。

健康习惯

1、早晚刷牙；2、饭前便后要洗手；3、不买小摊食品；

4、每天锻炼身体一小时。

行为习惯

1、会用礼貌用语；2、按顺序上下车；3、爱护花草

树木。

三年级
学习习惯

1、每天预习；2、独立学习和思考问题；3、阅读课外

书；4、作业干净整洁。

生活习惯

1、自己的事情自己做；2、合理安排时间；3、不吃

零食。

交友习惯

1、能学到身边朋友的优点；2、远离品行恶劣的人；

3、主动帮助有困难的人。

健康习惯

1、勤洗澡、勤换衣；2、每天坚持锻炼身体；3、有良好

的用眼习惯。

行为习惯

1、主动排队上下车；2、爱护花草树木；3、用文明语

言和别人交谈。

四年级
学习习惯

1、自主学习；2、积极思考；3、每天预习、复习；4、作

业干净整洁并且正确率要高。

生活习惯

1、自己的事情自己做；2、合理有效安排时间；3、不

吃零食，不买三无食品。

交友习惯

1、尊重他人；2、真诚；3、分辨是非；4、不与品行恶劣

的人交友。

健康习惯

1、衣服干净整洁；2、每天锻炼不少于一小时；3、有

良好的心理素质。

行为习惯

1、自觉遵守公共秩序；2、与人交往注意语言和举止

文明。

五六年级
学习习惯

1、自主学习；2、积极独立思考；3、每天预习、复习；

4、有自己的独立见解；5、阅读科普读物与文学作品。

生活习惯

1、合理有效安排时间；2、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交友习惯

1、同学之间友好相处，不打架、不骂人；2、乐于帮助

同学；3、不与陌生人交往。

健康习惯

1、日日讲究卫生；2、坚持不懈地每天锻炼；3、不管

对于学习还是生活，都用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

行为习惯

1、自觉维护公共秩序；2、与人交往语言和举止文

明；3、与他人尤其是外宾交往自然大方。

其他

1、学会感恩他人和社会。2、热心参加公益活动。

教育就是习惯培养。孩子需要养成的好习惯很多，

上面的习惯都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习惯。在孩子12岁以

前养成，会为孩子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初一培养学习习惯
良好的学习习惯，做好以下五个环节：听讲、笔记、

作业、改错、总结。这五个环节与我们的成绩息息相关，

非常重要。和成绩的关系度：听讲与笔记，约 40%，作业

约10%，改错约20%，总结约30%。

具体做法：听讲、笔记，时间分配：80%时间听讲，

20%时间记笔记。

听讲听什么：老师对一个题目的思路突破分析，一

个题目或者一类题目的总结，自己有疑问的地方。

笔记记什么：（1）基础的定义、定理、性质（一定要理

解记忆）；（2）自己课上的灵感；（3）自己有疑问的地方；

（4）老师的归纳与总结。

作业：认真完成作业是对课堂知识的落实，很重要；

改错：对自己没掌握的知识的及时弥补与修正；

总结：总结的时间不需要太长，但是对能力提升很

重要。把自己的知识体系归纳总结，编织成网。

１.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各科作业

每天及时将作业完成，效率很重要！不能一边做一

边玩，要高效率学习高效率玩！初中学业任务加重，效率

很重要。

2.做题书写整洁、清晰

开始重点要求步骤，对题目解答交待清楚，通过步

骤反应思维过程，不能出现跳步现象。当步骤清楚时再

要求书写整齐（尤其男孩书写可能会马虎些）。

初二培养思维能力
做好四会：会听、会做、会讲、会变。

会听：会听老师讲课的关键点，听讲效率高；

会做：把会的做成对的，准确、规范进行书写，表达

自己的思路；

会讲：把自己会的东西讲解出来，能力达到一个新

的层次；

会变：题目的形式发生变化，能发现本质，准确

解答。

改进学习的思路，做好三多：

一题多解、多题一解、一题多变、一题多解，打开思

路，找到巧法；

多题一解，归纳总结，找到通法；

一题多变，形式多变，找到模型。

初三培养自学能力
初三在延续思维能力提高的基础上，让孩子逐渐养

成自学习惯，自己学会整理和查找资料。最开始，家长可

以操作让孩子看，逐渐让孩子自己整理家长给予指导，到

最后让他（她）自己整理。

比如：老师经常会要求整理作家的生平事迹，最开始

上网帮助孩子查资料，后来就让孩子自己查、自己整理。

开班会的资料也是自己查自己整理，其中有些图像需要

孩子自己用相机拍。另外，如果孩子喜欢玩魔方，就让他

（她）自己上网查资料、整理相关资料（玩魔方有助于培养

孩子空间想象与动手能力）。高中需要很好的自学能力，

有意识做这方面培养，才能慢慢放手。

习惯养成要注意的几点

1.要坚持

有家长说，给孩子建立习惯的过程中很难坚持。比

如，一个小学生已经坚持了两个星期每天早起锻炼，结果

某天晚上和家长一起看电视到11点多，第二天早上起不

来，从此再没有进行过早锻炼。

一个高中生好不容易在家长、老师的合力下，上缴了

手机也不再上网玩游戏，可某一天在同学拉拢下又一次

身陷网游不可收拾，尽管保证书还随身携带。有很多爱

美人士苦苦坚持数天晚间节食，结果一场好友聚会便自

此守住餐桌回归旧途，饱享口腹之欲却事后自责不已。

2.写下来

你的“习惯建立计划”具体吗？有白纸黑字写下

来吗？

事实上，在习惯建立的过程中，“写下来”这个动作非

常关键，通过写下来我们才能在头脑内确认自己真正想

要的东西，才能梳理清楚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才会不自

觉地模拟即将发生的场景。这些是实际行为发生的“先

行组织者”，没有这些确定性的演练，我们的大脑缺少真

切的行动指南。我们做事之前，大脑需要“仪式感”，其实

质上是内心归属的确认。

3.做可视化的进展记录

比如，某件约定的事情做好后，在日历上做出标记，

以示自己当下的进展。这给我们对做好的事起到一个心

理确认的功能，由此产生的成就感、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

小视——这是真正让我们坚持下去的内在动力。这个进

展记录尽可能放到醒目之处，另外也可以通过记日记的

方式达到坚持的目的。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老

师、家长要有耐心，坚持引导孩子做下去。

□ 来源：《教育周报》

1～9年级“好习惯”养成要点一览
发现孩子“偷拿”10块钱，怎么办？

3位爸爸不同的做法，造就娃不同格局

学生阶段是养成良好习惯的关键期，是成长的起步阶段，也是人的基础素质形成的开始阶段。小学阶段，重要

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习惯的培养，成绩忽好忽坏的孩子，或者虽然很聪明，但就是不爱学习的孩子，往往缺乏良好

的习惯。下面这份学生习惯养成一览，非常实用，请为孩子收藏！ □ 江亚萍/整理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犯一些错误。孩子犯错后，家长对此的应对方法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应对方法可能会造就孩子们各不相同的一

生。其中，孩子“偷”自家的钱是很多家长都面对过的情况。面对孩子“偷”自己家的钱，三种爸爸有着以下三种不同做法，也许会造就孩子不同

的人生格局。 □ 江亚萍/整理

扩句：就是在句子主要成分的前面添上附加成

分，如同在句子的“主干”上“添枝加叶”，加以修饰、

限制或补充，使句子的意思更加完整、具体、生动。

例子：太阳升起。

金色的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缓缓升起。

可以看出，前一个句子的意思是完整的，但是

不具体、不明确。后一个句子在前一个句子的基

础上加了“金色的”“东方地平线”“缓缓”等修饰，

限制的词语，使句子的意思更加完整、具体、生动。

扩写句子应注意的问题是：

1、要在原句的基础上扩，不能改变原句的基

本成分、基本意思、语气和语调。

2、扩充的词语要与原句搭配得当。

3、添加的词语要注意排列顺序。

缩句：与扩句刚好相反，要删去句子中的

“枝”和“叶”，既删去附加成分，使句子表达得更加

简洁，缩句能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句子的意思。

如：“嘴角嫩黄，头上长着绒毛的小麻雀无可

奈何地拍打着翅膀。”

经过缩句，抓住句子的主干“小麻雀拍打着

翅膀”，就知道这句话写小麻雀。缩句还可以帮助

我们判断句子是否正确。

如：“宁宁同学光荣地被评为‘三好学生’的

称号。”一经缩句成为“宁宁被评为称号”，我们就

会发现这句话不通，词语搭配不当。

缩写句子应注意的问题是：

1、删去“的”前修饰成分。

2、删去“地”前的修饰、限制成分。

3、删去“得”后补充说明成分。

4、删去数量短语。

5、起修饰限制的时间地点要去掉。

6、“着、了、过”是时态助词，助词在句子中几

乎没有独立性，是不能删的。

7、“啊、吗、呀、呢”等语气词要保留，不能

去掉，否则有可能改变句子的句式、结构或语

气、情感。

8、“不、无、没有”等否定词要保留，不能去

掉，否则有可能颠倒句子的原意。

小学语文常见的句式改写方法，赶快收藏一下！

直接叙述：把某人说的话直接描述出来。

例子：李老师说：“同学们学不好，我不安心。”

间接叙述：把某人说的话通过第三人称转述

出来。

直接叙述改成间接叙述的方法：

第一步：冒号前边的内容照着写下来 ；

第二步：将冒号改为逗号，同时去掉引号。

第三步：将第一称的“我”“我们”改为第三人称

的“他”“她”或“他们、她们”。

第四步：如果句子中还有其他的人就改成人的

名字。比如：孙膑对田忌说：“我能帮你取胜。”改

成：孙膑对田忌说，他能帮田忌取胜。

间接叙述改成直接叙述的方法：

第一步：在第一个小分句“说”字后面把逗号去

掉加上“冒号”和“前双引号”，在句子末加上“后双

引号”。

第二步：第三人称的“他”或“她”改为第一人

称的“我”。

第三步：将第一人称“我”改为第二人称的

“你”。如：老班长说，他没有完成任务，没把我们照

顾好。改：老班长说：“我没有完成任务，没把你们

照顾好。”

注：如果句中的“你、我、他”太多而弄不清楚

时，可在心中暗暗把“你、我、他”还原成人名，这样

能帮助我们理解句意。

直接叙述与间接叙述的互改

陈述句直接陈述所要表达的意思，语调比较

平稳。

反问句则是通过反问的语气，把原来陈述的

意思进一步强调，更加肯定，感情强烈，语调更高。

如：作为一个市民，应该遵守公共道德。

作为一个市民，难道不应该遵守公共道

德吗？

反问句变陈述句方法：

第一步： 有否定

词的要去掉，没有否定

词的要加上。

第二步： 去除疑

问词（吗、呢等），把问号改为句号。

第三步：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步，把句子整理

通顺（通过朗读检查是否修改正确）。比如：“这比

山还高比海还深的情谊，我们怎么能忘怀？”改成：

“这比山还高比海深的情谊，我们不能忘怀。”

陈述句变反问句的方法：

第一步：加上反问词和语气词“难道不吗？”

“怎么能（会）呢？”，把句号改成问号。

第二步: 有否定词的要去掉，没有否定词的

要加上。

第三步：通过朗读检查修改后的句子意思和

原来的意思是否一样。

陈述句与反问句的互换

扩句和缩句

教育是个大

话题，我们愿意从

小处着眼，陪您和

您的孩子共同成

长。更多教育资

讯，请扫左侧星报

育人公众号了解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