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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man 家长和四位老师访谈 

2021.1.23 

 

采访者： 中华选择性缄默症协会义工云舫博士，《选择性缄默症资源手册》译

者俊华老师 

被采访者： Kerman 妈妈和四位老师 （注：Kerman 目前六岁，是小学一年级学

生） 

 

 家长访谈部分  

 

问：请 Kerman 妈妈介绍一下怎么发现 Kerman 有选择性缄默症的，在治疗开始

前的情况，包括在家、在校外活动中、在托班和学校的情况如何？ 

答：在 Kerman 幼儿园小班念完一学期后，老师反馈了他在幼儿园不说话这个问

题，建议我们带他去检查一下。 

在家里当只有家人在时，Kerman 和家人的沟通很正常，理解和表达都很顺畅。

但是当老师来家访时，他一句话也不说，而且整个人有些僵住的状态，当时只是

以为面对陌生老师有点紧张。在幼儿园，老师提问他也不回答，和小朋友也不说

话，有些集体活动比如唱歌跳舞，有时也不参与。最严重的一次是手指被门夹得

骨折了，但是他也没有大声哭，只是发出“嗯嗯”的声音。 

在校外，路上碰到邻居朋友打招呼，会害羞地躲到妈妈身后。 

 

问：听说治疗师为 Kerman 制定了详细的治疗干预计划，请问在家、在校外、在

学校都进行了哪些活动呢？ 

答：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了全方位的干预活动： 

在家里，邀请好朋友来家里玩，安排好玩的 Playdate；录制很多 Kerman 在家很

放松大声说话的视频；经常和老师同学微信语音视频交流，为下一步面对面交流

打下基础。 

在校外活动中，约同学在游乐场、公园玩，和心理老师也约玩；在饭店商店，自

己点菜、买东西。 

在学校，因为家长不能进校，所以更多是依赖于老师，家长提前把情况告知老师；

让 Kerman通过钉钉平台在开学前就和班主任毛老师语音互动、熟悉起来；报到

当天，家长陪着在学校熟悉教室和学校的环境；开学初期拜托同班的好朋友拉他

一起去厕所；当上数学课代表，有利于增强自信心和加强和同学们的互动；年底

迎新活动上，老师播放了 Kerman 在家搭十几种乐高机器人并大声讲解的视频，

让他响亮的声音暴露在全班同学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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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些活动带来了哪些变化？ 

答：在家里一般都有家长在，当朋友邻居来时，Kerman 可以非常放松地交谈，

没有任何障碍，完全看不出选择性缄默的症状；可以自己完成在饭店点菜、商店

买东西；和同学们在外玩耍也很放松，和朋友们口语互动很多；校内课上积极举

手回答问题，气声或轻声回答老师问题，课上课下和很多同学有口语互动，音量

慢慢提升。 

 

问：Kerman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完全满意他的行为模式了吗？ 

答：我会打七八十分，因为在学校表现稳中有升。一开始我还担心小学换了完全

陌生的环境和老师同学，但回看小学第一学期的表现，其实在稳定地慢慢爬坡。

到学期末，当偶尔和同学发生摩擦时，他能够主动找老师反映情况，这已经是很

大的突破了。 

 

老师访谈部分（共四段） 

 

一 

问：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您教什么科目，班上有多少学生，在您的课堂上学

生们的行为表现如何？ 

答：我是潘老师，英语老师兼班主任，班上有 44 位学生。低年级的英语唱跳会

多一些，班上的小朋友会跟着唱跳，很活跃。Kerman 一开始比较内向，没有很

强的要口头表达的意愿，但是从眼神可以看出他喜欢课堂，想要融入。因为家

长和老师沟通过 Kerman 的情况，老师对他也比较关注的，一开始不强制要他

回答，慢慢 Kerman 熟悉了，就愿意主动举手了。 

 

问：您在课内和课外做了哪些行为干预？ 

答：课内我们有时会开火车回答问题，轮到 Kerman 时一开始他说得的确很

轻，听不清楚，但我们也会鼓励，表扬他说得好。遇到他不愿意说的时候，老

师就会说让他再思考一下，思考好了再回答，解除他的焦虑。慢慢地他更乐意

举手发言，看到他举手，老师会多给他发言的机会，他也会尽力让老师和同学

听清他在说什么。 

 

问：在采取了这些干预活动之后，有什么变化呢？ 

答：Kerman 的前座 Amy 很活泼，也很乐于把耳朵凑过去听 Kerman 说了什

么，两人友谊深厚。在课上，Kerman 学些任务完成得好，老师都会表扬鼓励。

在课下，一开始 Kerman 总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后来他开始和班里的幼儿园

同班同学肢体接触，拍拍人家或抱抱人家，有的小朋友喜欢这种表达方式，有

时有的小朋友会不喜欢、推开他。老师就会和他们谈，问他为什么，耐心听他

说，他也从一开始可能觉得老师听不懂而不说，到后来慢慢努力表达。老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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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义和通知，如果他发现有问题，就会到讲台前和老师说，一开始隔着讲

台，后来靠近老师身边，一开始气声听不清楚，到后来音量渐渐提高、老师不

用凑得很近也能听清。后来和小朋友们的互动也更多了。 

 

问：您认为选择性缄默症的家长在校内校外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孩子呢？ 

答：当孩子想和同学交往却找不到正确的方式、有时产生一些误会和小摩擦

时，家长周末单独邀请这些孩子玩，帮助孩子建立友谊。元旦的迎新活动上，

家长把孩子的特长视频发给老师，老师作为压轴节目播放，同学们听到了视频

里 Kerman大声说话，兴奋地说“我们终于听到 Kerman 的声音啦！我们也要和

Kerman 玩、学搭乐高机器人！”，当时 Kerman 表现出害羞但是非常开心。 

 

问：请您为班里有选择性缄默症的学生的老师提出两条建议吧。 

答：随着孩子慢慢融入集体，老师像对待普通孩子一样对待选择性缄默的孩

子，在孩子准备好了之后给他机会多回答问题。老师不用过度关注，避免让孩

子觉得自己特殊。如果孩子有要和老师反馈的情况，老师给与足够的耐心去倾

听。 

 

二 

 

问：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您教什么科目，在您的课堂上学生们的行为表现如

何？Kerman 治疗前是怎样的表现？ 

答： 我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毛老师。语文课上朗读、组词等较多，发声机会

多，Kerman 单独说话时声音轻，声音较轻，但是乐于参与。 

 

问：您在课内和课外做了哪些行为干预？ 

答：语文课内多关注他，他不想回答的问题不勉强，想回答的问题多给他机会

发言。暑假时，Kerman妈妈就联系了我介绍了情况，并且我和 Kerman 开始语

音联系熟悉起来。 

 

问：在采取了这些干预活动之后，有什么变化呢？ 

答： 刚入学时比较谨慎，更多在观察和思考，行为谨慎，包括交友、上厕所。

后来和前后座的同学互动较多，课下一起讨论学习问题，也会和幼儿园时的好

友一起玩。在当小老师环节，如果 Kerman 完成得又快又好，可以帮助同学批

改，课下很多同学会找他批改，Kerman 自己也很愿意当小老师帮助同学。 

 

问：您认为选择性缄默症的家长在校内校外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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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是及时关注孩子在校动态，和老师及时沟通；其次是不避讳问题，正

确面对问题，理智冷静地进行问题诊断、寻求专家专业意见进行干预，在孩子

切换到新的学校前，就主动和老师沟通情况，并积极寻求学校心理老师的专业

帮助。家长要善于沟通、爱孩子、正确理智地面对问题、和专家以及老师一起

谋求解决方法。 

 

问：请您为班里有选择性缄默症的学生的老师提出两条建议吧。 

答：选择性缄默的孩子应该不多见，建议老师遇到这样的孩子要和家长做好配

合，老师自己也多了解相关知识，以便帮助选择性缄默的孩子在课上课下走出

困境，在班级中在人群中敢于发声、乐于发声。 

 

三 

问：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您教什么科目，班上有多少学生，在您的课堂上学

生们的行为表现如何？Kerman 在治疗开始前是怎样的表现？ 

答：我是 Kerman 的数学老师朱老师。因为低年级数学比较简单，一般小朋友

们比较乐于参与课堂活动。其实老师很早就通过 Kerman 妈妈了解到 Kerman 的

数学知识和能力已经远超一年级的水平，但 Kerman 在数学课上表现比较安

静，不太愿意举手发言或和小朋友们沟通。 

 

问：您在课内和课外做了哪些行为干预？ 

答：其实更多的是我在配合 Kerman 妈妈。当数学课代表这件事还挺鼓励

Kerman 的，他愿意把数学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比如发作业，一开始不认识

同学们，要找老师求助，老师鼓励他自己去认人，他就愿意去接触、认识、了

解同学们了。在妈妈和 Kerman 交流过后，Kerman 课上也开始愿意举手发言

了，一开始是很轻的气声，老师要靠近他身边才能听清，周围只有两位同学能

听清，我们就不断地鼓励他，小朋友们也很友爱，每当他回答问题时，大家都

会很安静地听他说，并且会肯定他“嗯，Kerman 真棒，今天已经有四个同学

能听到了”，慢慢从两个同学能听到扩展到四个同学能听到，再到更多的同学

能听到，这样 Kerman 自己也获得了成就感，慢慢地更愿意参与数学课堂活动

了。 

 

问：在采取了这些干预活动之后，有什么变化呢？ 

答：Kerman 变化最大的是和小朋友相处。一开始在学校没有安全感。我除了是

他们的数学老师，还给他们上体育活动课，在体育活动课上，Kerman 一开始三

四节课的表现是自由活动时不愿意离开我，后来在老师的鼓励下，和小朋友们

熟悉起来，慢慢不粘着我、找同学去玩了，器械、球类、沙包等活动都会一起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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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认为选择性缄默症的家长在校内校外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孩子呢？ 

答：主动和老师沟通在校和在家的情况；学期末阶段性总结；双向畅通的交流

最重要。 

 

问：请您为班里有选择性缄默症的学生的老师提出两条建议吧。 

答：多给孩子时间和关心，是善意的关心但不要让其他小朋友觉得他特殊，让

孩子感受到老师和同学对他的爱，让孩子有自信和安全感，慢慢来不着急。 

 

四 

 

问：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您教什么科目，班上有多少学生，在您的课堂上学

生们的行为表现如何？ 

答：我是小潘老师，是学校的心理老师。其实我不直接教 Kerman，五年级才有

心理课，但我和 Kerman 在课下有接触，每周二放学后我会到教室接他去另一

个教室参加社团课程，有时周末也会约见和交流。 

 

问：您在课内和课外做了哪些行为干预？ 

答：开学前通过 Kerman 妈妈和毛老师我就了解了 Kerman 的情况。其实我和

Kerman 第一次见面是特地约在学校外面的，第二次才是在学校见面，刚开始

Kerman 见到我还是觉得比较陌生和紧张。那时第一次送 Kerman 去上社团课，

他比较紧张，不太敢去社团，当天用气声和我说了很多话，还要求我给爸爸妈

妈打电话，到了社团门口也不敢进去，在门口坐了好久。后面几次送他去社

团，他话反而不多，路上我主动问他社团的情况，大多数他都是用点头摇头和

“嗯嗯”简单回复我。在外约见时，妈妈在身边时能和我正常沟通，妈妈借故

走开后，刚开始的几分钟他会很紧张，我找其他事物转移他的注意力，过一会

儿他的紧张能缓解些，但是和我言语交流不多，有时会问我“妈妈什么时候回

来？打电话给妈妈。” 

 

问：在采取了这些干预活动之后，有什么变化呢？ 

答： 我和 Kerman 不像任课老师们每天接触，他一开始见到我还是有些紧张

的，我路过他们教室门口时，他看到我，眼神会逃避。到学期结束时，我路过

他们班门口或接他去社团，他会对我微笑。 

还有一次因为我开会耽误了时间，没能及时去他们班接他，后来赶去时，正好

看到他很机智地对其他同学说“我带你去个好地方”，然后就让那个同学陪他去

社团了。我觉得有时故意制造一些对他来说陌生的情况，对 Kerman 来说更有

利于为他开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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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办公室 Kerman 没有独自来过，之前妈妈陪着他一起来过几次。下学期我

计划也认识一下他的好朋友，让他和他的好朋友一起来我办公室，这样他应该

更轻松更容易接受。 

 

问：最后请您为选择性缄默症孩子的家长和老师提一些建议吧。 

答：首选是像 Kerman 妈妈一样及时和我沟通分享 Kerman 在班里的情况，包括

进步和小挫折；家长主动约老师在校外的环境接触，以后也可以找一些

Kerman 更熟悉的地方、或 Kerman 更熟悉的好朋友一起参与，这样妈妈不在时

还有其他朋友在身边，他更容易放松。对于老师，我的建议是不能太特殊对

待，要用平常心对待孩子，其他同学有疑问时，在孩子不在场时向同学们解释

其实他和我们一样；然后让他成为老师的小助手，帮助批改作业或者把作业搬

到办公室，多一些和老师接触的机会。 

 

俊华老师点评 

 

    我听得非常感动，本来是一场访谈，没想到成了一场选择性缄默的研讨会! 

我们一直在说全方位干预，所谓的全方位就是家里+家外+学校，家里家外

我们可以埋头做很多，但和老师交流，家长自己的动力很重要，和老师的沟通

也很重要。记得小学开学前，我们有过一次交谈，我告诉 Kerman 妈妈，在外

围的家里家外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干预的主战场在学校，今天看到主战场的将

军们——各位老师在这里的分享，这就是 Kerman 在短短一年时间取得这么大

进步的原因。 

从刚入学时的谨慎、耳语到放松、和别人进步，每一股涓涓细流汇成了今

天的大海。家长和老师一边讲，我听得激动且感动，一边想象着画面，一边对

应着选择性缄默的治疗策略。 

家长在家里制作机器人视频，这是个重要策略——“一枝独秀”，人家跳舞

我们打拳，人家音乐我们机器人。 

我还记得当年奖励海报上，Kerman 表现好的奖励是和其他孩子要的奖励都

不一样的，是“爸爸教数学题”。所以今天 Kerman 能做数学课代表，把他内在

的自信心和表现欲望全部表现出来了。当他成为老师小助手帮同学批改作业、

同学们围着他的时候，哪里还有焦虑呀。 

老师讲到 Kerman 和前座的女孩耳语，那就是选择性缄默治疗策略里一个

很重要的“悄悄话伙伴”策略，老师们不知道这个专业名词，但是知道怎么去

用，真是太厉害了！ 

老师讲到社团课的经历，这是“提供说话机会”，这也是很重要的策略，扶

着他、逼着他走到那一步。 

老师们在各方面已经做得很到位了。我提几个小建议：有什么要做的事

情，老师们可以先和 Kerman 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做，或者在楼道里，或者在

单独的小房间里；还可以等老师一起进校出校，能够和老师一起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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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会觉得自己特别牛；或者和老师在校外约见，增加对老师的亲切感，拉近

和老师的距离。另外，家长可以多买几本 Maggie Johnson 的书送给老师们人手

一本学习，随便翻到一页都是专业策略。 

刚才家长说目前状态打分七八十分，我们定一个小目标，争取再用半年时

间，到今年暑假时，达到 99.99 分！我自己的女儿用了五年时间走出选择性缄

默，Kerman 也就两年多时间。这三年缩短是因为你们，非常感谢各位老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