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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豆书坊第二届中美教育高端论坛”聚焦“父母最艰巨的工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以“父母最艰巨的工作——帮助孩子成长为心智成熟的人”为主题的

青豆书坊第二届中美教育高端论坛在京举行。此次论坛由青豆书坊主办，约请多位教育领域专家从

不同角度围绕家教问题进行深度的分享与交流。论坛现场发布劳拉·高尔德和马尔科姆·高尔德的新

作《父母最艰巨的工作》以及兰海的新作《兰海说成长》。

青豆书坊总编辑苏元在致辞中表示，孩子的成长教育牵动每一个家庭的神经。青豆书坊在家庭

教育领域深耕10余年，专注探索“如何做父母”“父母与孩子如何共同成长”，未来还将通过更为多元的

服务助益家庭的成长。“早安父母”作为青豆书坊最新推出的线上音频节目，已率先推出音频栏目“青

豆说”。

论坛上，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美国缅因州海德中学校董马尔科姆·
高尔德、校长劳拉·高尔德，上濒成长教育研究院院长、“兰海说成长”APP创始人兰海，“麻辣语文教

师”、《我家有个小学生》作者蔡朝阳先后围绕“升级自我人生，做令孩子尊敬的父母”“培养孩子品格的

最重要原则”“培养品格优秀的孩子，海德学校如何实现家校共育”“父母的基本职业素养”等进行主题

分享。在圆桌讨论环节，《别错过孩子英语学习的敏感期》作者、常青藤爸爸黄任与演讲嘉宾们围绕择

校问题、作业问题、发展方向等进行中美教育观点的碰撞与交流。 （刘 言）

家长如何与老师有效沟通

难点22
孩子被同桌欺负了，要不要换座位？孩子经常写作业到很晚，怎么跟老

师沟通？……小学是孩子重要成长阶段，家长时常面临类似的问题。如果家

长无法与老师有效沟通，有时甚至会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玉婷
专家问诊

饶雪莉（作家、教育专家、家校沟通导师）：家

长和老师作为孩子成长的两个重要“援手”，首先

要做好沟通。家长一定要把握三个原则：第一，

厘清问题。看看这是单一的问题，还是班级整体

性的问题。如果是单一的问题，家长跟老师沟通

处理就好；如果是整体的问题，要找理念相近的

三五个家长集体向老师反映。第二，家长和老师

沟通问题一定要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用真诚平

和的语气，切忌冲动行事。第三，在和老师沟通

的过程中，家长可以给出建议或请教老师，但记

得一定要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老师，这是对老师

起码的尊重。

孩子在学校要学习文化知识，其各方面的健康

成长同样也很重要。在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这个

阶段的孩子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如果这时家长

再一味地纵容娇惯，导致孩子无法融入团体，孩子

最终也不会快乐。

家长要耐心聆听孩子的感受及想法，鼓励他从

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引导他学会与同桌相处。

假如孩子提出不恰当的想法，比如想要采取报复性

或攻击性的行为，家长需要多花心思与孩子交流，

并让孩子知道这种方式带来的后果，引导孩子往积

极阳光的一面发展。

当然，如果孩子和同桌总是闹矛盾，甚至影响

学习或心理，而孩子又特别胆小内向，什么都不敢

说，总是忍气吞声，或者孩子近视又或有其他特殊

问题，那么家长一定要代孩子向老师如实反映情

况。在反映情况时，家长只需强调孩子的问题和自

身的担心，无需责怪孩子的同桌，有经验的老师一

定会妥善处理。

孩子经常写作业到很晚，时常影响休息时间，

这也是很多家长面临的问题。首先，家长要学会分

析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属于哪种类型，基础知识必须

要保质保量完成，提高类作业可视孩子情况而定。

其次，家长要细心观察孩子是否认真完成作业，是

否在一些环节上浪费时间，同时也要横向了解班内

其他孩子完成作业的情况。

当家长发现孩子的作业量变多，一定不要当着

孩子的面责怪老师，更不要为应付老师帮孩子写作

业。家长可以在孩子作业本上写下孩子每天做作

业的起始时间，例如：孩子今天做作业从7点~9点，

中途没有休息。这样的批注给老师一个暗示，负责

任的老师就会注意到布置的作业的确多了，就会调

整作业量。

图书“药方”

《别让孩子伤在小学》（接力出版社）共2本，一

本重在讲“家校沟通”的方法，一本重在讲“家校配

合”的技巧。每本书的目录都很清晰，每个章节集

中讲解一个热点问题，家长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性阅读。每个章节都含有大量真实且丰富的案例，

可供家长参考。这些案例实操性很强，可以帮助家

长解决孩子在小学阶段遇到的种种难题。

如何以“自然拼读”拼出英语启蒙全图

难点1
音标和自然拼读有什么不同？汉语拼音和自然拼读会互相干扰

吗？……家长需要系统而全面地了解自然拼读的理念与方法，才能避

免在引导孩子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走入误区。

专家问诊

刘宝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集团学术

部主任，教育合作事业部教学总监，北外壹佳英语

督学）：在英美国家，自然拼读的教学有上百年的

历史，是孩子们在读写启蒙过程中将听说词汇转

化成读写词汇，学习自主阅读和拼写技能的科学

而有效的工具。

正确地看待自然拼读，要将自然拼读放置于

孩子的阅读启蒙的整个链条中：从预备阶段的听

说词汇积累和磨耳朵听辨音，到起步阶段的字母

识别和字母音形对应，到提速阶段的拼读拼写，再

到助推阶段的视觉词学习，到最后阶段的独立阅

读。这整个过程可以为孩子画出一张完整的英语

阅读启蒙的路线图，并帮助家长们了解自然拼读

在这个完整的阅读启蒙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

及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法。

英美国家的孩子在进入读写启蒙阶段前，

在生活环境中积累了大量的听说词汇积累，掌

握拼读拼写规则之后，自然将听说词汇转化成

读写词汇。国内的家长和教师，应该一方面帮

助孩子在幼儿阶段通过轻松愉悦的方式增加英

语听说词汇的积累，另一方面在引导孩子学习

自然拼读的过程中，不仅关注单词音形对应的

解码过程，同时帮助孩子通过图片、肢体语言以

及情境，补充单词的语义，增强单词的语用，不

要为拼读而拼读。

在国内，孩子们开始学习英语的年龄段存在

着很大差异，3~10岁的孩子认知能力和英语启蒙

的程度不同，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采取不

同的学习自然拼读的方式。自然拼读和音标有着

不同的特点，自然拼读法揭示了英语单词直接表

音的规律，因此更形象直观，教学方式也更生动有

趣，特别适合低龄段的小朋友。6~7岁的小朋友同

时学习自然拼读和汉语拼音并不会混淆，两者一

般来说不会相互干扰，而是语言的正迁移现象，会

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自然拼读应该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概念和方法

来看，要特别关注在学习自然拼读之前应该做好

哪些必要准备；在学习自然拼读的过程中需要具

备哪些核心知识和必备技能；在学习自然拼读之

后，应该如何将知识转化成技能，真正推动孩子英

语自主阅读和拼写能力的综合发展。

图书“药方”

《英语，爱“拼”才会赢——聊聊自然拼读那些

事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儿童英语启蒙

的热点话题“自然拼读”为核心，颠覆传统的死记

硬背，为家长勾画自然拼读学习的具体步骤和完

整流程，同时提供大量的参考资源。按不同学习

阶段和学习步骤为家长提供上百个亲子游戏活

动，令孩子的英语学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李星零

小学阶段的孩子读什么和怎么读

难点33
孩子的童年应该留下什么？小学阶段的孩子到底要读什么、怎么读？如何

培养孩子成为终身读者？

专家问诊

张贵勇（教育媒体人，亲子教育作家，阅读推广

人）：帮助孩子养成阅读习惯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解决之道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读起来，共同开

启阅读的旅程。

对此，我初步搭建了一个小学不同年段的阅读

框架，即小学一、二年级集中阅读绘本、桥梁书、童

话、儿童文学、诗歌等门类；小学三、四年级多阅读

传统文化、动物小说、科普书、历史书、散文等门类；

小学五、六年级可以多读哲学类、地理类、艺术类、

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门类。该框架主要基于阅读

规律和儿童认知发展规律。

当下许多家长支持孩子阅读，但选择视野比较

窄：一提到经典阅读，想到的还是四大名著；一提到

科普书阅读，脑海里只有《十万个为什么》或《昆虫

记》；一提到童话，只知道《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

一提到传统文化，就想到《弟子规》《三字经》。殊不

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非常好看、富有童趣的童书

值得被选择。这些书能为童心奠定底色，能温暖孩

子的内心，让他们成为有爱的、有自我认同的人。

在对当下家长和小学阅读教育的观察的基础

上，我总结了家庭亲子阅读的5个关键点：一是重新

看待桥梁书的价值，二是尽量在有限的时间内阅读

经典文本，三是亲子共同选书是提高鉴书能力的过

程，四是阅读要与写作绘画旅行等结合在一起，五是

和孩子聊书中的内容有助于阅读的持续深入。

家长还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爱好等与孩子一起

选择有趣、有用、有营养的好书，经常对比不同版本

图书的差异与优劣以及对比不同作家、译者的特

点；比如针对小红帽的故事主题，市面上就有不少

于30个故事文本，分析不同的故事，可以提高孩子

思辨能力、创作能力；对比不同形式作品的不同，因

为针对同一故事，文学、戏剧、电影等表现形式不

同，给人的感受也不尽相同。比对分析的过程，就

是提升鉴赏能力的过程，也能让孩子对不同艺术形

式有进一步的了解。

培养孩子阅读能力的方法还有很多，关键是父

母要身体力行，不能仅仅把书推给孩子而自己不读

书、不与孩子聊书。

图书“药方”

《给孩子的童年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适合

家长、老师读，也可以让孩子自己读，书中的故事和

观点都是作者从实践中得来的。书中的一些书目，

也都是作者和孩子都读过的，家长也可以按图索

骥。家长尽早地跟孩子一起读，形成把经典童书放

在案头的习惯，把阅读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董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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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书出版实况扫描报告之三（下篇）

新型选题聚焦“大素养”“大知识”

针对孩子自我养成类读物，此次

TOP榜推选细分为学科（通识）素养和学

习方法类、心理情感类、沟通与关系建设

类、自我认知与防护类、行为习惯与品德

养成类、综合养成类几大类别。从数量来

看，在2017年～2018年6月出版的原创家

教图书（孩子自我养成类）中，学科（通识）

素养和学习方法类占比较大，其中阅读能

力、艺术素养等方面的选题比重呈上升趋

势，其中市场表现较好的代表性产品有

《儿童诗词大绘》（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成语故事”丛书（中国妇女出版社）、

《400张图看世界史》（上海文化出版社）、

《玛格丽特晚安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聪明豆绘本”系列（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英国幼儿字母小词典》（长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神奇的数学”套装（中国

致公出版社）、“纸盒里的秘密书店”系列

（广东经济出版社）等。在心理情感、沟通

与关系建设、自我认识与防护类别中，“学

会自己长大”系列（长江文艺出版社）、《妈

妈家，爸爸家》（机械工业出版社）、《女儿，

你该如何保护自己》（朝华出版社）、“晚安

宝贝”系列（化学工业出版社）、《奇妙的人

体》（中国妇女出版社）、“我的第一套生命

科普书”系列（新世界出版社）等销售成绩

较为突出。

从2018年的新品种来看，部分产品

呈现出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在学科素

养类中，《了不起的中华文明》（化学工业

出版社）截至2018年7月的销量已达30

万册，引进版图书《东尼博赞思维导图系

列》（化学工业出版社）自2018年2月出版以来销量已达38

万册。在沟通交往类图书中，《给孩子的50堂情商课》（东

方出版社）市场表现不俗，总销量达15万册，《请不要生气》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销量达24万册。

可以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选题开放性更强、更强调孩

子的个体学习素质及人格素质的深度养成，这类图书也获得

了较好的市场认可度。但是，包括内容开发和具有内容衍生

特征的营销活动等所表现出来的选题呈现能力还有待加强。

经典品种持续释放热销能量

整体来看，2017年以前出版的很多原创版家教书（孩

子自我养成类）依旧呈现出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一些销

量破10万的产品持续释放热销潜力。

截至2018年7月，在2017年之前出版的原创家教图书

（孩子自我养成类）销量在10万~20万册的有《布罗镇的邮

递员》（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 年首版）、《致成长中的你》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首版）等，销量在20万册以上的

有《我有友情要出租》（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3年首版）、

《“跟上兔子”小学英语分级绘本》（译林出版社、2016年首

版）“允许我流三滴泪”系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

首版）等。在国学教育图书中，“新六艺”教育系列丛书（济

南出版社）2017年的销量同比2016年增长80%，由国学热

带动的市场空间体现明显。在自我认识与防护类中，“青

少年法律绘本”系列（中国法制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其

2017年的销量同比2016年增长225%。

与原创品种相对，引进版孩子自我养成读物的表现同

样可圈可点。截至2018年7月，2017年之前出版的引进版

家教图书（孩子自我养成类）销量在10万~15万册的有“玛

蒂娜故事书”系列（贵州教育出版社、2013年首版）、“我的

第一套成长秘籍”系列（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首版）等，

销量在15万~25万册的有“儿童好品德”系列（贵州教育出

版社、2012年首版）等；销量在25万~35万册的有“‘孩子，没

关系’逆商培养图画书”系列（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6年

首版）、《孩子，先别急着吃棉花糖》（青岛出版社、2011年首

版）、《布鲁克林有棵树》（译林出版社、2009年首版）、“了解

我自己”系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首版）等；销量

在35万册以上的有“从小好习惯”系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

社、2014年首版）、“最励志校园小说”系列（长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2010年首版）等。

具有热销基础的老品种往往具有较好的自然动销能

力，但是很多产品也还需要在具有内容附加值的开放性活

动营销等方面进行更强劲的市场拉动。甚至，一些产品还

可进一步以新技术的加入为前提进行选题内容的衍生性

开发，进一步扩大市场能量。

如何完整地了解儿童成长

难点44
身体是怎样觉醒的，有哪些基础的、原始的情绪，然后又发展出了哪些情绪？

家长要如何完整地了解一个生命自然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历程？

专家问诊

孙瑞雪（儿童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一知半

解地了解儿童不如从诞生的源头去了解。这样去

了解孩子，会激起成人对自己和人性很大的趣味

——我们可以了解人性、了解自己，同时又能了解

孩子。

比如：生命诞生之初，孩子仅仅只会使用口，能

转头寻找吃的东西。几天之后，手开始有一点点

知觉，就开始把手放进嘴巴里。但身体的其他部

位还没有觉醒，意识还没有贯穿到其它的部位

上。我们说意识，或者说神经系统，还不能够支配

身体的其他部位。随着孩子逐渐地长大，他开始

支配自己的手、自己的腿，自己的脚……再大一

些，开始能把身体的所有部位协同起来，开始学会

走路，这个过程非常有趣。如果一个人的童年自

由地使用了自己的手，展开手观察一下，会发现自

己的手灵活、敏感；反之，就会木讷、混沌。手是有

智慧的。手的智慧是否被开发出来，在成人期是

可以被观察到的。

身体发展的过程很容易被观察到，但是心理、

感觉和认知的发展是隐藏于内在的，我们也能透过

观察儿童行为和发生的景象，发现感觉、心理、认知

的状态是如何发生、发展和完善的。这对于我们了

解一个孩子能否成为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完整的

生命，有着很大的益处。

再比如：儿童在人生最初几个月、半年，甚至一

年，都会用口来认识世界，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

嘴里去尝试，因为他认识世界的感觉器官首先是嘴

和视觉，然后慢慢才发展到手，再慢慢发展到脚，用

脚来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生命的范围，去认知周

围的环境。这些是怎么发生的，他发生的途径和过

程是怎样的？了解这些，可以让家长不再限制孩

子，比如不再限制孩子把手放到嘴里吮吸，不再限

制孩子爬动，不再限制孩子用手去抓东西，不再限

制孩子用脚去探索这个世界，不再限制孩子走危险

的地方等等，这样就会有助于孩子更长远、更好地

长成。

图书“药方”

《完整的成长：儿童生命的自我创造》（中国妇

女出版社）提供了一个解剖图——在人类物质身体

的系统里，还有一个人类的心智系统：感觉、情绪、

心理、认知和精神，同时还有一种创造的生命力，她

可以逐渐创造出一个强大的自我。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董琦

开
放
性
选
题
带
来
开
放
性
市
场

■

中
国
出
版
传
媒
商
报
记
者

张
潮
鑫

（
孩
子
自
我
养
成
篇
）

今年8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在推动形成2018年度家

庭教育影响力图书TOP榜过程中，将图书市场动销能力作

为重要考量维度之一，针对参与推选的相关图书进行销量

的信息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家庭教育图书市场报告（家

长育儿育己类/孩子自我养成类）。（链接：2018年10月23

日第2470、2471期合刊第7版《家教书销售稳中见“扬”（家

长育儿育己篇）》）区别于家长育儿育己类图书，孩子自我养

成类图书的市场活跃度明显更高，具体体现在高销量新品

和经典的数量明显增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选题来看，

孩子自我养成读物的“大素养”人格养成和“大知识”认知体

系的方向性更为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