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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的学生座位总是“摆不平”
每次换位子就像地震一样 还是做不到人人满意
□时报记者 王贞颖
讨厌！女儿班级刚刚换了座
时报讯 “
位，两组学生的同桌都换掉了。”前天下午，
下城区某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陈女士跟记
者“
诉”苦，之前女儿有一个成绩蛮好的同
桌，两人坐在一起的日子里，激起了女儿的
上进心， 两人之间还形成了暗暗较劲但又
互相帮助的氛围。这次换座位后，老师安排
了一名成绩很一般的同桌， 她和女儿都很
懊恼。 “
我都不知道班主任怎么想！ ”
班级里座位这点事， 其实头疼的不仅
是家长，老师也说，这个平衡真的很难。

2名“
捣蛋王”引发多人换位
这次挪座位，其实是缘于班里两名“
捣
蛋王”。
班主任李老师说，这两名男生很调皮，
之前为了管住他们， 特意把他们安置在教
室的第一排。
“
没想到，这两名学生根本没有收敛，
在上课的时候会心血来潮地拨弄同桌或者
玩后排学生的文具， 玩得高兴时还会自言
自语，就连老师讲课激情澎湃时，他们也会
随便插话。 ”李老师说，看到这两名男生的
随性也很头疼， 不仅影响了老师的上课情
绪，同时也影响到周边同学的上课听讲。
最近一次单元测试后， 两人成绩毫无
例外地出现了下滑，家长忍无可忍，直接要
求班主任将他们“
发配边疆”。
看到家长的焦虑， 其实班主任心里更
担心，只能将这两名学生的座位重新排过。
这两名男生并不是同桌， 当中隔了一
个小组。当他们从第一排开始往后挪时，后
面的同学依次往前挪。 陈女士的女儿刚好

时报资料图
是坐在不用挪位子的小组， 原来要好的同
桌却往前挪了。
在李老师看来， 这是调整幅度最小的
挪座位，家长怎么还会有意见呢？

安排座位很难让多方满意
说起班级里安排座位， 老师们是一肚
子苦水。

江干区某小学五年级的一名老师说，
与李老师比起来，她真的更头痛。班里有一
名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 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拿着铅笔尖戳前排男生的耳朵， 或者拿
美术小刀划同桌的手和课本， 她还想到把
点心餐的苹果摆到门上， 让推门而入的同
学脑袋砸个包。谁坐在这名学生周围，谁的
家长投诉。
下城区老师说， 她甚至遇到过有家长

为了让老师安排一个好座位而送礼。“
有个
坐后排的学生作业没听全， 回家被妈妈批
评了， 转身孩子的妈妈来跟老师告状，说
‘
都是座位惹的祸’， 说是因为坐在最后面
才没听清楚老师布置的作业， 以此希望老
师给孩子换个座，从后排往前挪挪。 ”
看似简单的排座位， 实际是一个大伤
脑筋的技术活。
濮家小学的老师余晶晶说， 一年级的
学生刚入学，学生都是零起点，加上视力情
况相差不多， 一般按照身高和性别搭配。
“
真正开始头疼的是三、四年级。 ”这时，学
生有自己的想法， 视力和身高也开始有了
差别， 学习能力和行为习惯也到了一个分
水岭。她的班里，有一位同学平时自控能力
不佳，会影响到前后桌同学，每月小组平行
移动的时候这个学生交叉调换。比如，第一
组和第二组调换位置， 原本在第一组的该
生就被安排至第三组。 “
其实她很需要集
体，很需要大家关注她，这么安排既可以让
更多学生关注她， 也可以避免影响同桌的
学习。 ”
钱塘外语学校的倪老师说， 她在排座
位时有一个规矩：按身高排，动、静结合，如
果出现状况，允许学生随时跟老师沟通，不
要向家长告状。“
这个方法挺管用。”排好座
位后会用两周时间观察学生， 基本了解每
个学生后，每月调整一次。 “
电子表格模拟
教室的座位安排，每周观察后会做备注，比
如A和B是同桌， 刚开始两人不熟不说话，
但一周后两人熟络了、调皮了，上课下课都
会聊天，就会在这张表格上备注这个信息，
累计四周， 把全班的座位调整一次，A和B
肯定会被换开。 ”倪老师说，一个教室的座
位就像一个大棋盘，调整座位就像下棋，需
要一颗一颗动。

家庭教育要多关注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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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先生” 给家长们讲述纾压安心之道

家庭教育中， 什么是本，什
时报讯
么是末？ 近日，“
学生最喜爱的老师”、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海锋时隔三年再次做客
成长大讲堂， 这次杨老师延续了上次的主
题，别让孩子的教育“
本末倒置”。经过三年
的积累和沉淀， 杨老师又有了更多关于家
庭教育的体会和现场家长分享。
杨老师一上来先给大家说文 解 字 ，
“
本”就是根本，树根埋在地底下，看不见；
“
末”就是末梢，树梢长在地面上，看得见。
人们往往会“
舍本逐末”，把显见的东西抓
得太紧，而忽视了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杨老师认为，家长关注成绩没有错，
但别忘了平易朴实的做人常识才是家庭
教育的主体。 只有根长好了，末梢才能更
茂盛。

呢？”杨老师的发问，让现场的家长沉默。家
庭教育不是专家才晓得的事情， 实际上自
古以来， 教育孩子都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普通百姓也能做得很好。
现场， 杨老师向大家展示了多幅丰子
恺的画， 有的是大人在干活孩子在一旁打
扇，有的是一家人一起乘凉聊天，有的是老
人含饴弄孙、 尽享天伦之乐……中国的家
庭教育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人伦日用，这
充满人世温情的礼乐风景，是最养人、最能
给生命以安顿的。 这些画都传达了一种意
思——
—对家长来说， 家庭教育首先是要给
孩子树立好榜样、 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庭氛
围，所谓己立而后才能立人。有些家长把自
己整个生活的重心偏移到孩子身上， 事实
上孩子会压力山大， 究其实质很可能是在
利用孩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转嫁我们
自己的压力。

孩子不缺知识 缺常识

家长不缺耐心 缺信心

“
为什么有些父母文化程度很低，也没
听说过什么教育理论， 却可以培养出很有
出息的孩子；相反一些父母文化程度很高，
也很重视教育方法， 孩子却不尽如人意

谈到家长们普遍的焦虑情绪时，杨老
师又抛出了第二个问题：教育的作用究竟
有多大？我们如何证明：一个优秀的孩子，
是我们把他教育好的， 还是他本来就会

□时报记者 钱慧

●
互
动

好，甚至可能他本来会更好，我们给他拖
后腿了呢？
亚历山德拉和米娅是一对同卵双胞
胎，她们出生后不久就被不同的家庭领养，
一个生活在挪威的小村庄， 一个生活在美
国的大城市。长大后当她们再次相聚时，养
父母惊讶地发现， 这两个在完全不同的环
境里长大的孩子，个性、脾气、喜好等却几
乎一模一样。
这是杨老师现场给大家看的一段视
频。 大量关于双胞胎的研究发现，后天教
育对孩子的影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小
得多。
《
大学》里说，“
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
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以
一颗平常心来对待孩子，卸下包袱，轻装上
阵。 杨老师还引用斯波克医生一段话安慰
家长，“
当父母树立起自信心， 能够自然而
又放松地照顾宝宝的时候， 就会收到最好
的效果。即使会出点差错，也比由于强求完
美而过分紧张好得多。 ”

孩子不是橡皮泥 更像橡皮筋
杨老师接着问大家： 如果你种下一棵

苹果树，没有结出你想要的梨子，你会不会
觉得这是栽培的失败呢？显然不会。而实际
上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差异远比苹果树和梨
子树之间的差异大得多。
我们常说孩子的可塑性很强， 其实更
确切的说法是孩子的弹性、 生命的柔韧性
很好。杨老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孩子不
是橡皮泥，可以让你随意塑形，而更像橡皮
筋，当承受压力时就会变形，当压力消失时
又会重回原形。
大量关于领养儿童的研究发现， 随着
年龄增长， 孩子与养父母的相似性慢慢消
失，而与亲生父母的相似性则会日益明显，
我们可以在身边观察到父辈的兄弟姐妹，
越到老年，他们的长相、脾气、言谈举止会
越来越像。
人在外力的作用下确实是可以发生
改变，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母
爱比恋爱博大、深沉得多，但毕竟还是一
种外因， 如果我们发现某个孩子发生了
影响一生的重大改变， 或许只有一个可
能， 就是外力最终转化成了他自身成长
的内力。 而这种转化本质上不是一个技
术性的问题，它更需要家长的耐心、信心
和平常心。

家长：孩子上三年级，家庭作业不是很多，主要是做作业速度很慢，经常出现做到11点多的情况，一直催也没用。
杨海锋：如果孩子已经尽力了，是因为他天生慢性子，你催只能适得其反，天性是很难去改变的。 当然，也有可能孩子受环境
而影响，比如家里有太多分散他注意力的事情，大人的交谈声、电视机的诱惑等，这是可以改善的。
家长：孩子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怕孩子跟不上，孩子的妈妈对学习抓得很紧，成绩也都不错。 我们开始放下心，不管他了，可一
段时间后，孩子成绩又下滑了，这时我们又决定孩子要选择“
圈养” 。
放养” 不是就此放手，而是放松。 大家不要误解了，我说让大家放轻松，不是说让大家放任不管，而是说不要
杨海锋：我觉得“
纠结于“放养” 和“圈养” 这些问题，只要夫妻之间达成一致，用一种你们自己觉得舒服的松紧程度一贯地去做，就可以了，一会
儿松一会儿紧不是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