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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我是在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出

生的小龙女，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

阳光女孩，在学校，我不仅歌唱得好，

与同学们相处的好，还是班上的班干

部呢！我喜欢画画，在2010年的ACTS

全国校园素质教育标准化绘画竞赛

中烟台分赛区成功晋级，不过由于爸

爸、妈妈工作太忙，我没能去参加全

国的总决赛，但是我还是挺高兴的，

因为我是有实力的，哈哈！当然了，我

最大的爱好还是唱歌，现已过七级，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像宋祖英一样

的大歌唱家。

成长趣事：

师生感情深似海

莫凡的母亲曹女士告诉记者，从
四岁开始在青少年宫跟随闫森老师学

习唱歌，可是由于后来闫老师工作变

动，换了新的音乐老师后，小莫凡第二

天就说再也不想学唱歌了。原来新的

音乐老师太严肃，让女儿失去了上课

的兴趣，幸亏当时留了闫老师的电话，

找到闫老师继续带着女儿上课，就这

样女儿和闫老师在一起相处了七年，

感情特别深，每次见了闫老师总是扑

向她的怀里。

比赛化妆老爸亲上阵

记者在与莫凡一家的交谈中了

解到，去年夏天莫凡去西安参加比赛

的时候，母亲突然把脚崴了，不能陪

莫凡一起去了，然而比赛必须要家长

陪同，于是只得由父亲陪同。由于现
场的比赛的人比较多，而专业化妆师

又很紧张，闫老师就建议莫凡的父亲
提前学习下化妆技巧以便比赛时能

够应急。就这样，莫凡的父亲作为一
个男人被赶鸭子上架学了几天化妆。

在比赛期间，父亲一直细心照顾莫凡
的起居，虽然有些手忙脚乱，但却没

有闹出啥什么笑话，尤其是化妆，女

儿还直夸他画的比专业化妆师都好。

老师寄语：

烟台启明星卫华艺术培训中心

闫森校长

莫凡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

有着一副百灵般的歌喉。声音明亮清
脆，表演传神，引人入胜，是一个有潜
质的孩子。在课堂上，能很快领悟老

师的意图，并且刻苦认真，能很好完

成老师的作业。从四岁起开始学习声

乐，已经有七个年头了。在这七年中，

莫凡像一棵小苗，在一点一点的茁壮

成长，也经历着风雨的洗礼。多次在

比赛中获奖，其中也有失利的时候，

但她都能很好的去面对，很快的调整

自己，继续前行。作为老师我很欣慰，

因为所以学习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但有坚强的毅力，最终还是会成功

的，我也希望这扬帆出航的小帆，能

顺风顺水，越走越远.。

获奖经历：

2007年“为孩子鼓掌”烟台市少

儿歌曲擂台赛活动中，荣获“十优小

歌手”奖。

2008年荣获中国“2009小音乐家”

烟台赛区儿童A组小音乐家荣誉称号

2008年荣获烟台电视台第三届

小主持人优秀潜质奖。

2009年荣获全国小音乐家声乐类

儿童A组别银奖。

2010年在魅力校园第五届全国校

园文艺汇演暨第十届全国校园春节联

欢晚会活动中荣获优秀演员金奖。

2010年在第九届中国少年儿童歌

曲卡拉OK电视大赛山东赛区荣获儿

童B组金奖。

2010年在中国儿童音乐学会主办

的第三届中国小音乐评选活动山东

赛区荣获声乐类儿童B组金奖、山东

小音乐家荣誉称号。

春节，探亲访友，大人给他的压岁

钱，他都没保管，全交给我，跟我说，“放
好哦，我有记账的。”确实，孩子竟然自
己设立一个明细账本记录着，例如秀姨
100元，信叔，50元……

六年级的儿子已经知道钱的重要，我

知道，他账本里会故意遗漏几个压岁钱，或

者改小一些压岁钱的数目……算了，让他

有一百几十块放在身边也好，我知道连去

买书都要叫我“别买那么多插图的书、多字
的书才奈看”的儿子是不会乱花钱的。

儿子的行为相对一些孩子骗父母的

钱去打游戏，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平时我

对儿子要求严格，不准他随便买街边的零

食吃，不准自己去逛街，不准……他一出

校门就回家，平时去什么地方都要征得同

意。他在日记里说过，看着同学大口小口

地吃着零食，可是妈妈说街边的萝卜牛杂

不卫生；烧烤鸡腿妈妈又说太热气……被

妈妈约束得馋死了。还有一次，同学过生

日，他没有零用钱，买不到礼物，参加聚会

的就他空着手，觉得特别丢脸……想来也
是，怎么那么多孩子吃了，人家都没事？看

来我是管得过紧。

水至清则无鱼。又怎么要求孩子完美

呢？人也是，只要孩子的基本线路对了，他偶

然犯的一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千万不要老

调重弹，不要时时提醒孩子，给孩子一种压

力，说多了，孩子对“批评”就有免疫力了。

所以，别对孩子明察秋毫，给他一点

空间。人是在错误中成长的，早错小错，比

大错要好！

去学校接孩子的时候，我被孩子的

老师扯住“告状”：“你的儿子挺聪明，但

就是有时候喜欢说谎话……”

等儿子放学回了家，我就怒气冲冲教

训起来了：“我不是一再教育你要做个诚

实的孩子么！你为何总不听，动不动就在

学校说谎话？”儿子第一次看到我如此暴

怒，竟然吓哭了：“爸爸，我再也不敢了。”

知错便改就是好的，我决定原谅他。

但为了让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

要求他把自己如何说谎话全部坦白出

来。儿子在我的逼视下，一边抽泣，一边

断断续续述说起来：“有一次，老师要求
我们每个人都给爷爷洗一次脚，说这样

是尊敬老人。我要给爷爷洗脚，可是你说

爷爷脚好臭，不让我洗，要我跟老师说已

经洗了就是，于是我报告老师说洗了。我

撒了一次谎……”

儿子接着说：“还有一次，老师要我

们利用星期日去十字路口当小警察，帮

助警察叔叔指挥交通。你和妈妈担心我

的安全，就要我打电话给老师说自己病
了……我又撒了一次谎。”

……儿子终于抽抽搭搭把好多次说

谎话“坦白”完毕。我站起来，头埋得很

低，悄悄进了书房，连跟儿子的泪眼相对

视的胆量都没有了……

我女儿今年12岁，前天回

到家，死活不愿意上学了。她

父亲打了女儿，打得很重，孩

子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孩

子说：“爸你就是打死我，我也

不去了”。女儿从小到大都是

很乖孩子，尽管学习一般，但

是家里学校里都挺喜欢她。

女儿说，小学的时候，同学之

间互相送小礼物，说悄悄话，

关系可好了。上初中之后，原

来的同学都分开了。新同学

太不友好，主动和她们说话

都不搭理，有的同学和她们

说个悄悄话，还给你泄密。上

课时，也没有心思听课，总在

琢磨，怎样能和同学处好，后

来，也还是没有朋友，上课时，

有很多东西也听不懂了。像

一个人在一个很黑很黑的小

房子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孤零零的。女儿说爸爸几乎

不管我，只管挣钱，从不一起

出去玩。希望爸爸妈妈多关

心自己，多交流，不要光盯着

学习。

一位母亲
王春福老师心理解

析：探究欲，是孩子的天

性，这种探究欲从强烈到
变弱甚至完全泯灭，其中

的“所以然”我们成人可能

很难说清楚。

儿童厌学的主要表现：

因不喜欢学习而逃学

或不能完成作业(80%以上)。

在听课或写作业时不
能维持注意力超过一刻钟。

学习成绩经常处于班

里的最后几名，并持续6个

月以上。

在听课和写作业时伴

有明显的焦虑以致影响到
听课效果或作业的完成。

对学习行为有明显的
“逆反心理”或不切实际的
幻想。

与学习成绩有关的奖

励无法引起他们的兴奋。

儿童厌学可能与以下
因素有关：

学习动机不足、缺失、

偏离。例如，把学习作为表现

目标，缺乏学习目标。学习是

为了“拿第一”，“考大学”，而

非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一旦
不能如愿，便没了学习兴趣。

自我效能感受挫。例

如，听课费劲，甚至完全听

不懂，自信心、价值感下降。

反抗心理。亲子关系、

师生关系不好，为了反抗

“权威”，“偏不给你学”。

多元智力因素。例如，

逻辑智力，音乐智力，人际
交往智力，自知自省智力，

自然观察智力等对初中阶

段孩子的影响。

儿童的心理疾病。例

如，多动性注意障碍儿、童

抑郁障碍、儿童的品行障碍

等儿童的心理疾病主要以
厌学和与人际关系疏远表

现出来。

可能与孩子的个性特征
有关。例如，自我认知的两极
性，对挫折和拒绝过分敏感，

情绪的不稳定性，与客观环

境不相符的敌对心理。

父母以下行为可能导
致儿童厌学：

过度保护、控制，使孩
子失去自我。

学习成绩成为学习的
唯一目的。

背负成人的压力，投射

成人愿望。

对孩子的欣赏不切实

际，不讲原则，导致孩子理

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很难统

一，自我统一性出现混乱，

使孩子面临挑战时，为了捍
卫理想自我，选择了逃避。

爱的缺失。例如，缺乏
沟通时间，缺乏共同语言，

缺乏平等交流。

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

模式和观念系统有问题。

下期预告：在下一期

的心灵花园栏目中，王春

福老师将继续对厌学现象

提出心理干预措施，敬请

期待。

心灵花园

厌学的小女生(上)

心灵园主：王伟凯 心灵园艺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王春福

心灵园艺师档案：

王春福，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拥有国家职业心理

咨询师培训师资格，是中国

“百名心理咨询师”之一。

2003年创办烟台三阳心理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其为执

行董事、法人代表，撰写《意

识的物质性初探》获得了山

东省科协科技成果二等奖。

在2009年9月，获得全国首

届优秀心理学工作者称号。

王春福老师咨询热线：

13455519982，6219260

栏 目 互 动 邮 箱 ：

qlwblxzk@126 .com

诚实
文/刘国学

别对孩子明察秋毫
文/张锦芸

明星小档案
姓名：莫凡

小名：丫丫
生日：2000年8月21日
星座：狮子座

喜欢的颜色：红色
爱好：画画
特长：唱歌、长笛
发现地点：烟台启明星

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明星招募令

从本期开始，乐学专刊亲子版将开设港城小明

星这一栏目，现向广大读者征集港城小明星线索，

如果您身边有在音乐、美术、舞蹈等方面表现突出

的小朋友，可以将他们的线索提供给我们，让更多

的读者了解您身边的小明星。线索提供热线：

18660520092 邮箱：qlwbxmx@126.com

姓名：宋
金洋

小名：帅
帅

出生日期：20
06年

11月
30

日
宝宝特点：调

皮活泼可爱

有个性，特
别喜欢车一类

玩具

父母寄语：希
望儿子将来

成为艺术家

宝宝秀投
稿

邮
箱

：

q l w b l x z k @
126 .com

◎征稿启事◎
亲子版欢迎各位家长来稿，可记录孩子

成长生活中的点滴与为人父母的心得体会。

投稿邮箱：

qlwblxzk@126 .com

QQ群号：52756204

寻找“港城小明星”之一

爱唱歌的阳光女孩——莫凡
本期星探：王伟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