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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 开放” 这两个词， 大家
都耳熟能详， 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
量 ， 代表着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方
向， 也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希望。

蕴含在冬奥精神里的 “自信、 开
放”， 听上去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东西， 其实它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
和家长如何教、 如何养育孩子有着直
接的关系。

作为一名体育老师 ， 一名 “双
奥” 火炬手， 我用了20年的时间， 来
理解自己作为体育教育工作者应该如
何做孩子们的榜样， 应该如何理解家
长， 如何理解学生。 首先我必须拥有
对体育领域的知识技能， 在熟练掌握
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拥有自信， 才有可
能以开放的胸怀放开身心去教育孩子
们。

说到教育， 很多时候以我和周围
很多朋友的成长经历去感悟发现， 很
多自信并不是老师或是家长教出来
的， 而是通过自己的融入观察、 了解
体会、 感受和体验， 渐渐在内心产生
的。 也许开始我不懂， 但是经历过不
断的酸甜苦辣 ， 不断尝试 ， 不断挑
战， 不断失败， 不断地重新再来， 才
真正从内心拥有了从失败到成功的自
信，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这份自信
不是教出来的， 而是通过一辈人感同
身受的细心培育带出来的。

真正的教育， 其实主要是在做中
学， 在玩中学， 就像妈妈带宝宝的成
长， 很多人刚开始并不会， 都是在一
点点的尝试。 当自己会了的时候， 自
信也就产生了， 也就放开了。

同样， 教育就像浇花， 往往都是
你觉得他觉得， 可这些花儿真的缺水
吗？ 反正我养的花很多时候都是我觉
得该浇了， 可等浇完了， 很多花却渐
渐枯萎， 甚至失去了生命。 因为我浇
水时只看到表面的结果， 不知道花儿
是否真的需要； 我不知道它们的内心
是真的缺水还是饱水， 什么是合适的
度？ 这才是养花人真正应该去揣摩和
反复体会的。

教育和养花同理 ， 光说不练不
行， 光做不学不问也不行， 要不断地
在学中练 ， 要不断尝试失 败 与 成
功 ， 以小见大。 只有真正明白了这
个关系， 对孩子的自信和开放教育，
才会真正有效， 才有可能实现优质高
效。

参加冬奥会的每一名运动员都经
历过无数困难， 面对自我， 面对倦怠
的挑战。 老话说， 人无远虑， 必有近
忧。 远虑是一种对理想、 对未来综合
而立体的思考， 是一种追求， 也是一
种理解。 在实现这个理想信念的过程
中， 人由于身心智慧的成熟， 通过身
体机能功能的完善 ， 会渐渐变得强
大， 而这些强大又使人变得越来越自
信。 当每一个家长都能和孩子一起把
太阳装在心里， 把能量装在身体里，
把温度装在身体里时， 那么自信开放
也会自然而然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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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我们一起探讨了有关培养孩子
胸怀大局的话题， 本期我们来继续探讨
北京冬奥精神之自信开放。 俗话说，“父
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想要孩子将
来生活更美好， 自信开放的人生态度是
其不可或缺的品质。那我们应该怎样做，
才能培养出孩子的这些优良品质呢？

家长如何培养孩子的自自自自自信信信信信

我今年41岁， 是一名初一女孩的
爸爸， 孩子过完暑假就要上初二了。
“培养孩子的自信开放， 家长也要自
己做到自信开放。 一个唯唯诺诺的家
长， 培养不出自信的娃。” 这是我和
妻子的共识。

人们常说，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
家长。 孩子是习惯模仿学习的， 孩子
常在家长身边， 家长的一些行为和习
惯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 如果家
长常常垂头丧气， 干什么都不自信，
孩子也同样容易缺乏自信。 为了培养
孩子自信， 近年来我们夫妻各自立了
一个目标， 我的目标是评中级职称，
妻子的目标是考一个造价师证书。 经

过几年的努力， 我的中级职称评下来
了 ， 妻子也顺利拿下了造价师资格
证。 那段时间， 妻子像打鸡血一样地
学习， 也感染了孩子。 孩子小学成绩
本来不怎么好， 按正常发展上不了好
的中学， 看见妈妈在努力， 孩子也
跟着一起看书， 初中还进入了区里排
名前列的学校。 我们的努力让我们有
了自信， 孩子也在学习中逐步进步，
成绩越来越好， 树立了自信。

提及开放， 这点也很重要。 现在
社会比较复杂， 一方面， 我们培养孩
子开放性格， 敢于接纳新鲜的知识，
不固步自封。 另一方面， 我也让孩子
在开放学习时保持警惕， 不被错误消

极文化感染， 保持一定的辨别力。 现
在市场上一些书籍 ， 受西方文化影
响， 有些书籍在三观上都有些片面，
甚至错误。 其实， 一些看似正规的出
版社 ， 出版的书籍也可能是有问题
的， 我们也并不迷信权威。 我们的观
点是， 要让孩子打开窗户学习， 也要
拉上纱窗防止蚊子之类的毒虫飞进
来。 如果一时遇到拿不准的， 就让孩
子请教老师， 或者询问我们， 这本书
到底可不可以看， 这样的知识能不能
学习等。

如今， 孩子在自信开放中， 成绩
稳步上升， 希望经过中考， 能考上理
想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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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职场销售， 我接触到了
各种性格的人， 也让我更加认定 “自
信” 的重要， 这就是 “自信人生二百
年”。所以平时我很注意培养孩子乐观
自信的性格。 弗洛伊德说过，“一个在
妈妈怀里受宠的孩子， 终生都会保持
一种征服欲， 那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带
来真正的成功。 ” 所以，如果想要孩子
更自信，我认为应该做到爱孩子，相信
孩子。 只有我们爱孩子，相信孩子，孩
子才会相信自己， 爱自己。 在日常生
活中， 如果家长只看到孩子做的不好

的地方：“怎么又把东西摔破了？ ”“作
业怎么没有写好呢？ ”“成绩怎么就考
不好呢？ ” ……看到的全是孩子的缺
点和不足，反馈给孩子也是这种指责，
给的欣赏和认可又极少。 那在这种环
境中长大的孩子，首先学到的是退缩、
自卑，害怕犯错，然后就是焦虑不安。

其实，作为家长，要学会多方面角
度去看待孩子， 孩子身上的这些缺点
和不足， 不正好是成长路上不断试错
的过程吗？ 所以我们包容孩子， 真正
做到无条件爱孩子， 而不是孩子懂礼

貌、成绩好才爱孩子。被爱过的孩子才
有自信，孩子的心理也会比较健康，情
绪也会比较稳定， 人际关系也基本比
较正向。 所以一定要好好了解欣赏赞
美你的孩子，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爱。但
是爱也要适当。对孩子的爱太多，就会
成溺爱；也不要太少，那样会变冷漠。

一个拥有自信的孩子， 对自己的
事情总会有很好的把控， 遇事的时候
才能不畏惧。 对待别人也会懂得去爱
别人，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听得进别人
的建议，能更好的理解他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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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冬奥会上， 看到很多年轻
运动员登上世界舞台，不论成功失败，
他们都是那样充满活力、自信满满，这
一点对我冲击很大。以前，我们总说要
培养自信开放的孩子， 可是什么才算
是自信开放？我一直没想明白，直到在
北京冬奥会上看到了一张张年轻的面
孔，我恍然大悟：孩子其实比我们想象
的要更勇敢、更坚强，身为家长，我们
要做的可能就是给他们一个支点。

我家附近有一家自由搏击馆，以
前，我无数次带着女儿经过那里，隔着

玻璃看到里面有很稚气未脱的孩子在
对着沙袋练习动作，我不太理解：家长
为什么要让孩子学搏击， 太暴力了。
但是在观看了北京冬奥会后， 我的想
法改变了，参与对抗性运动，拼的不光
是体力，还有技巧。 在这个过程中，孩
子要靠自己观察对手的漏洞， 随时调
整战术， 想办法克服困难， 战胜对手
后，还会获得巨大的成就感。

在今年3月初，我毅然给孩子报了
自由搏击课。没想到几个月下来，孩子
身上发生了明显变化， 她对我说：“妈

妈，以后再遇到坏人我就不害怕了，我
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你。 ”说这
话时，她不是在“过家家”，而是发自内
心、充满自信的。 更让我欣慰的是，以
前她和小伙伴玩游戏输了， 总会带情
绪，这一点我说了她很多次都没用，现
在，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再计较输
赢，就算输了，她依旧嘻嘻哈哈。 我想
这应该就是自信开放的力量吧， 当她
知道自己在一天天变强大， 心里就有
了底气，就不去在意一时的胜负，因为
她知道，前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

父母以身示范， 树立自信自强的形象

要做到无条件爱孩子相信孩子

给孩子一个支点，让孩子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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