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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论家庭教育在初中生年龄阶段的重要性
□曲其国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
是父母的“影子”即反映了父母的
言行举止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
响。每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都
希望孩子有出息，特别是重点中
学的孩子家长更是对孩子寄予了
莫大的希望，孩子能健康成长，可
以肯定你是合格的，但是否是优
秀成功的家长，那就难说了，家庭
教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艺术，一
个优秀的家长是一个成功的艺术
家。但现在很多家长反映，孩子在
小学很听话，可上了中学后却大
不一样了，有时甚至敢同父母顶
嘴或干脆不搭理父母了，这让父
母很是伤神，对孩子的教育手段
也不知如何选择。

今天，我就从《养育成才教育
体系》里面的内容来分析这方面
的问题。在此说明，《养育成才教
育体系》是聚点教育经过多年实
践研究的一套教育体系，《养育
成才教育》让教育回归根本，让

孩子不仅学会做事，也要学会做
人，让幸福回归，让孩子更加成
功和快乐。此课题已经成为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家庭教育研究中
心，《新时代全国家长学校常态
化和实效性实证研究》家庭教育
科研课题。

初中生年龄约12～15岁，在
其身心发展过程中属于青春期，
但同时也有人称之为“断乳期”、

“危险期”、“反抗期”、“躁动期”、
“人生峡谷期”等，这一时期是个
充满矛盾困惑的时期。随着生理
的发育成熟，心理也会产生系列
变化。下面我们着重讲学生三个
方面的心理特点。
一、独立性增强

孩子最终是要离开父母独立
生活的，那是他到了真正独立的
时候。孩子独立性的发展有一个
过程，不是一两天的事，而是十
几、二十几年的事。孩子独立性
的发展有三个明显时期：第一个
在1岁左右，孩子学会走路以后，
他有了一定的活动自由，从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对父母的依赖；第
二个独立性的表现在3岁左右进
入幼儿园后，语言有了很大程度
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交往空间，
建立了一个自己小小的社会空
间，独立性也更强了，但这两个
时期的独立性表现很容易被父
母忽略，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独
立性主要是行动上的表现，父母
觉得自己能完全把握孩子。而青
春期阶段的独立性有它的特殊
性，主要是心理、思想上的独立。
具体表现有成人感的体现和反
抗性的体现。
二、自我意识增强

自我意识是自己对自己的认
识。到了中学，孩子的自我意识增
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心自己的外在形象，
包括自己的身高、胖瘦，有的甚至
因为自己外在形象不满意而自
卑。他们会开始注意穿着打扮，希
望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2、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小
学时孩子更关注别人和外部世

界。而现在他们经常会反问自己，
在别人眼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人？我的性格如何？我的能力、我
的人缘究竟怎么样？为什么我会
不如别人？等等。

3、自尊心强，孩子会通过别
人的评价来认识自己，在乎他人
对自己的评价，包括家长。孩子开
始希望得到父母及朋友的尊重，
不希望父母总已责骂的语气和他
说话，他会认为自尊心受到伤害。
三、情感丰富但不稳定

这一时期情绪情感不稳定主
要是因为各种矛盾所致。如生理
上接近于成人，而心理上离成
人标准还很远；自己认为自己
有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
又不被社会承认；对过去的依
恋和对将来的迷茫等等。他们
时而处在情绪的颠峰，时而处
于低谷。这时孩子的苦恼、困
惑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发泄，
那就是找人倾诉。他们对父母
采取封闭式，但对朋友是开放
的，他们的很多问题更愿意与

同 龄 朋 友 诉 说 。孩 子 渴 望 朋
友，希望通过他人的评价来更
深 入 的 了 解 自 己 ，家 长 要 理
解。同时，伴随交友范围的扩
大，孩子对异性也会表现出好
感。与异性的交往一般会经历
三个阶段：异性疏远期，异性
接近期，恋爱期。初中生正经
历的是第二阶段，很多家长为
此紧张不已。例：家长的评语

“孩子长大了”。
其实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并不

可怕，他们心地单纯，思维敏捷，
感情丰富，好奇心强，求知欲旺
盛，可塑性极强，家长只要掌握科
学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凭着您对
孩子的教育责任心，去帮助孩子，
教育孩子，您的孩子一定会出类
拔萃。

(作者简介：曲其国，山东聚
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聊
城市聚点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会员、中国家
庭教育指导师讲师、聚点家庭教
育创办人。)

就业因疫情而遭遇“寒
冬”，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
阻，直接影响到贫困家庭的收
入。为克服这一影响，临清市松
林镇凝聚社会各方力量促进贫
困劳动力复工，助力贫困户端
稳“铁饭碗”。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加强带贫减贫机制
建设，帮助贫困户稳定就业，临
清市松林家具文化产业园委托
鑫达物业管理服务部为贫困户
积极提供就业岗位。从今年5月

份开始，为贫困户签订劳动合
同，让他们从事园区保洁环卫
工作，月工资不低于1000元，有
效解决贫困户“就业难”问题，
实现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帮
助贫困户稳定脱贫。

(张博)

助力贫困户端稳“铁饭碗”，临清松林镇吹响就业扶贫冲锋号

东昌府区梁水镇王哑巴村
是省定贫困村，2017年至2018年
由省监狱管理局选派第一书记
进行帮扶。2017年第一书记驻
村时，王哑巴村还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20户53人未脱贫。该村
青壮年多外出打工，村内留守
妇女和老人居多，经济基础薄

弱。
第一书记党小组到多家当

地企业进行了考察，经过详细
洽谈，最终决定与聊城市福和
包装有限公司合作，在王哑巴
村引进白酒瓶盖加工项目，福
和包装提供生产设备和技术指
导，本村自筹生产场地，组织留

守村民进行白酒瓶盖加工生
产。生产时间比较灵活，随干随
走，定期结算，及时发放工钱，
不耽误农时，不耽误照顾老弱
病残的家庭成员，解决了20余
名留守村民在家门口打工的问
题，每人每天工作6-8小时可增
加收入30至50元。 (王立东)

东昌府区梁水镇瓶盖生产助力扶贫

东昌府区斗虎屯镇纪委以
监督再监督为抓手，以抓早抓
小为落脚点，为该镇脱贫攻坚
保驾护航。

一是强化警示教育，开展
警示教育大会，组织党员干部
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党纪党规，及时通报全市

查处的扶贫领域履职不力典型
问题，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落实落细落地。二是抓早抓小，
对于党员干部在扶贫领域存在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或者虽
然不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但造成
不良影响的情况，通过与当事
人公平公正的交谈，使当事人

员明确自己日后工作的态度和
方向。三紧盯责任落实，聚焦脱
贫绩效等工作中的问题短板以
及重点领域，坚持精准监督、抓
督促职能部门落实责任，为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纪律
保障。

(阮树荣)

东昌府区斗虎屯镇纪委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

“活了这么大年纪，想不到
还能端上保洁员这个‘铁饭
碗’，俺一定得把这个活儿干
好！”6月1日夜里的一场雷阵
雨，让高唐县固河镇前坡村贫
困户朱之国一夜没睡安稳，第
二天一大早，他就带上铁锨、扫
帚，来到大街清理树叶、碎柴草

等垃圾。“一年工资四五千块，
俺对脱贫更有信心了！”

今年5月份，62岁的朱之国
被村里聘为环卫保洁员，这让他
浑身有了使不完的劲儿。像这种
家里农活儿不耽误，种养收入不
减少、工资收入有保障的非全日
制村级扶贫公益性岗位，已让前

坡村4个贫困户从中受益。
去年以来，固河镇设置协

管、环卫保洁、护路、治安巡防、
健康护理等非全日制村级扶贫
公益性岗位，已安置无法离乡、
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建档立
卡“三无”贫困劳动力120多个。

(郭洪广)

高唐县固河镇120个贫困户端上了“铁饭碗”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之年、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之
年，莘县莘州街道紧扣“小康路
上一个都不能少”的指示，重点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以
动态找补方式，逐户逐人逐项
精准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制定
措施，精心精细精准推动整改
落实到位，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全力打牢基础，持续巩固提升
脱贫成果。

多措并举，着力改善居住

环境。莘州街道多次组织人员
帮助他们打扫卫生，有效提升
了贫困户的生活舒适度。如今，
走入贫困户家中，看到硬化整
洁的院落、粉刷一新的墙壁、配
备齐全的家具、贫困户脸上的
笑容，这些旧貌换新颜的变化，
都让人为之一振。

政策落实，对接帮扶心连
心。莘州街道范庄村有两名可
怜的孩子，父亲、爷爷、奶奶相
继去世，母亲精神异常且已改

嫁。帮包干部冯庆茹为两个孩
子申请到了困境儿童补贴这项
政策，每人每月领取920元补
助，减轻了家庭负担。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莘州
街道始终以保障贫困户基本生
活条件为底线，以提高贫困户
生活水平、居住环境“双提升”
为重点，充分发挥帮扶干部、扶
贫专干的责任人作用，力保扶
贫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张梦莹 张萌新)

莘县莘州街道：扶贫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6月3日上午，茌平区信发
街道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议，就当前扶贫重点工作做总
体部署，信发街道主要领导，全
体扶贫帮扶责任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全体帮扶责任人一

定要关注自己所帮包的插花村
的贫困残疾人的残疾证办理情
况和两项补贴落实情况，加大
帮扶力度，加快推进贫困残疾
人扶贫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要
在下村时再次仔细观察家中是

否出现房屋漏雨、掉墙皮，偏房
是否仍存在安全隐患等情况，
在走访入户时一定要填写好扶
贫帮扶记录，并要求记录的内
容细致真实。

(吴汉)

茌平区信发街道：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再精准

莘县燕塔街道在脱贫攻坚过
程中，将扶贫与防止返贫相结合，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深入进行，有效
防止返贫现象发生。

该街道在全街道开展“回头
看”、“回头帮”、“回头查”活动。帮
扶政策、帮扶力度、工作要求“三不
减”。整合资源，盘活资产，推动集
体经济不断壮大，巩固每个脱贫成
果。对已脱贫人口建立档案进行跟

踪，准确掌握脱贫后的生产生活状
况，健全评估和社会监督机制。

燕塔街道还把防止返贫作为
重要考核内容，坚持做到机构不撤、
队伍不散、干劲不减、持续发力，坚
持边查边改，对标整改，及时补差补
缺，争取“资金不落一分、政策不落
一项、产业扶贫不落一户、健康脱贫
不落一家、帮扶不落一方”，确保脱
贫攻坚工作达标。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扶贫与防治扶贫相结合

近日，聊城开发区物流园区成
立“分管领导+扶贫办+帮包责任人
+村扶贫专干”自查小组，再次对辖
区内贫困户进行遍访，逐户分析情
况，逐户排查问题，现场核实整改，
确保问题清零。通过此次遍访，再
次确认了贫困户饮水安全和“两不
愁三保障”，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和
标识牌均已悬挂到位，帮扶手册和
扶贫之窗信息吻合一致，贫困户各
种收入明细均已粘贴在指定位置，
该享受的各种政策勾画齐全，各项
补贴补助明细用不同颜色进行了
标注。对遍访中发现的新问题，物

流园区党工委高度重视，立即安排
扶贫办对两户门窗玻璃破损的进
行了更换；对邱庙5户环境卫生脏
乱差且无自理能力的贫困群众，立
即为每户安排了1名专职保洁员每
日对家中卫生进行打扫，并再次配
备必需的衣橱、碗橱、做饭的长条
桌各1个，确保衣物和生活用品不
随地乱摆乱放。同时，园区扶贫办
成立专项督导考核小组，每周对保
洁员及帮扶责任人进行考核，建立
健全长效扶贫机制，确保脱贫攻坚
工作真正落实处、见实效。

(刘伟玲)

聊城开发区物流园区：再次遍访贫困户

连日来，信发街道结合茌平区
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部署要求，再次
开展帮扶走访行动。帮扶责任人带
着宣传资料，再次下村到贫困户家
走访，宣传“健康扶贫”和“双提升”
政策，真正将帮扶政策能够深入到
贫困群众的心头。

在宣传政策的过程中，帮扶干

部用拉家常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讲解给群众们听，让他们能够
听得懂、记得住。通过进行入户走
访行动，有效普及了“健康扶贫”及

“双提升”政策，再次推动帮扶工作
的进一步加深，也更加密切了帮扶
干部与贫困群众之间的亲情联系。

(吴汉)

茌平区信发街道：暖心帮扶让贫困群众收获更多幸福感

近日，茌平区信发街道挂职党
工委副书记吴胜来到高户村亲切
看望了王光东、赵荣珍两位贫困老
人，了解老人近期的生活情况和身
体健康状况，将茌平区医保局印发
的《至全区贫困患者的一封信》宣
传单和《医保政策问答手册》发放
到了他们手中。

吴胜耐心地将宣传单中的贫

困人口范围、享受参保的费用补
贴、住院、门诊结算方式、住院、门
诊享受政策、医疗保障部门补偿政
策、以及贫困人口居民大病保险、
贫困人口医疗救助等知识都进行
了耐心详细的讲解，在交谈间，不
仅使两位老人提高了对政策的知
晓率，同时更增进了与帮扶干部之
间的了解，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

茌平区信发街道：医保小册子送到贫困群众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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