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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女儿小时候，由我带在身边一起

生活。吃过早饭，我牵着女儿的小手，

她背着小书包，我们父女一起去学

校。女儿读书，我教书。孩子先放学，

就到教室找我，我把她安排在办公室

做作业。女儿拿出铅笔、本子，像模像

样地画起来。我们下课了，孩子的作

业也完成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一

同回家。

回到家，女儿对我说：“爸爸，我饿

了。”那时，家中经济条件很差，基本上

没备什么零食，我一边生火做饭，一边

安慰女儿：“好的，再等会儿就可以吃

饭了。”女儿不哭也不闹，自个儿摆弄

着几件自制的小玩具，玩得开开心

心。有时，我也会放下手头的事情，陪

孩子打一会儿陀螺，或跳一跳皮筋。

有了大人的陪伴，笑容时常绽放在女

儿的脸上。

吃完饭，洗好碗筷，我坐在木桌旁

备课、批改作业，女儿也拿出练习册，

继续完成剩下的作业。窗外明月高

悬，虫儿低鸣，乡村的夜，静静的。我

和女儿分别坐在桌子两旁，认真地做

着各自的事，很少闲聊过。

睡觉前，孩子总爱缠着我们讲故

事。我的故事老是那几个，但她还是

很喜欢听，听着听着就睡了。后来，听

朋友说县城新华书店有故事磁带卖，

我赶紧坐车去全买下来。每天晚上，

放一盒故事磁带给孩子听。那些故事

太有趣了，女儿听上瘾了，每晚必听才

肯入睡。有时，我看完书，她还睁着大

眼睛，津津有味地听着，没半点睡意。

我只好把磁带换一面，按下播放键，

“这面听了，要睡觉哦。”我说。沉浸在

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女儿甜甜地睡着

了，小嘴巴还在一动一动地，大概是美

妙的故事已进入了她的梦里吧。女儿

听故事，我看书——这样陪伴孩子的

场景，至今仍在我脑海中清晰地浮现

着，想想挺温馨。

我喜欢看书，女儿也爱上了阅

读。每次进城，其他地方都可以不

去，新华书店不能少。她选好一本

书，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沉醉于书

中，舍不得离开。带着女儿进城，其

他东西可以不要，课外书总得买几

本。回家的路上，女儿抱着书，一脸

的满足。

孩子的许多习惯，说到底，受父母

的影响很大，家长的无形影响胜过千

万次说教。常听身边的家长说，现在

的孩子好难管啊，他们放学回家看电

视、玩游戏的兴趣远远超过做作业、读

课外书；说多了不爱听，老觉得家长好

烦。这些，我们更应从自身找原因。

孩子放学回到家，电视开着，大人玩着

手机、聊着微信、逛着淘宝，却叫孩子

静下心来好好读书，这行吗？要求孩

子不做什么，家长要带头不做；要求孩

子多读书，家长也应成为一个爱读书

的人，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为了培养女儿爱读书的好习惯，

我们家基本上不看电视。晚上，一家

人围坐在桌子旁读书。寒冷的冬天，

没有火炉，我们找来一个大箩筐，里面

放上棉被，三个人的脚放在一起，暖暖

的。看吧，这样的阅读氛围，孩子不喜

欢读书都很难。

这些年来，孩子的进步很大，各方

面都令人满意。我们也在陪伴中不断

克服焦躁脾气，与孩子的关系越来越

融洽。陪伴孩子成长，成长了孩子，更

成长了家长。

专家讲座，理论
学习为家长赋能

父母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王晶就“‘疫情’后父母的情绪管

理”一题进行了分享。漫长的宅家网

课，让手机高度融入了孩子的生活，

似乎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器

官”。如果老师和家长不理解这种转

变发生的原因，还像之前一样限制孩

子对手机的使用，那么，矛盾就产生

了，焦虑情绪也随之而来。王晶指

出，当情绪产生时，我们既不能放任

不管，也没有必要怀疑甚至责备自

己，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情绪

存在就是合理的，不分好坏。

然而，情绪虽不分好坏，但可以

分为正向情绪和负面情绪。恐惧、内

疚、悲伤这些负面情绪虽然会让人有

不好的体验，但能够从另一种意义上

帮助我们达到身心的平衡。通常来

说，一段时间内的正向情绪和负面情

绪出现的比例是 3:1左右，就是正常

的，无需为此有压力。但当负面情绪

连续高强度或者连续出现两周以上

时，就需要求助于心理医生了。

怎样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在王

晶看来，“情绪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就

是命运的管理。”管理情绪的第一步

是要认识情绪，理解它从何而来。很

多时候，只要做到这一步，许多情绪

“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王晶指出，情绪的产生很大程度

上也跟我们的心理建设情况有关。

如果能习惯于积极地心理暗示，那

么，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会是积极

的。“家长对孩子不满意，最好的解决

方式就是找孩子的优点。孩子脸皮

厚算优点吗？脸皮厚，反过来想就是

心理素质好，这是优点，能支持他在

今后的生活中穿越压力。”王晶说。

而当负面情绪真正发展到需要

管理的时候，王晶给出了生理的、社

会的、哲学的三个维度的建议：

生理的维度，也就是利用物理

的方式来干预身体状态，从而达到

心理上的平和。利用136.1赫兹的音

叉，听这个频率的声音能够帮助我

们返回平静的状态，调整心理和身

体的节奏。

社会的维度，就是从更宏观、更

深层次的角度去看待情绪，去寻找它

产生的原因，从而将自我放在宏大的

社会结构中去看待，也是另一种方式

的理解和接纳自我。

哲学的维度，在王晶看来，就像

太极的黑白各半，阴中有阳、阳中

有阴，就是在阐释世间万物都有正

反两面，人也有优缺点，我们要学

会舍与得。

激发孩子的学习内动力，从自我
价值入手

陈艳萍介绍了自 1997年就开始

的“学习内动力”系列研究。所谓“学

习内动力”，就是生机勃勃的生命内

动力，百折不挠的生命态度。

在陈艳萍看来，现代社会快节奏

的焦虑已经部分地“入侵”到了课堂

上，学生学习的目的是“再也不学

习”，这是一件很荒诞而且可惜的事

情。现代社会，孩子是在一个复杂

的、多信息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传统

的、单向的教育思路已经不符合时代

的要求。家长的恐惧和焦虑，不应该

成为启动孩子生命内动力的核心；要

重新激发孩子的学习内动力，还要从

一个人最深层的本质，即自我价值的

角度入手。

做“温柔而坚定的父母”
“当孩子犯错、被学校惩罚时，作

为家长，你会怎么做？”陈颖从一个具

体的案例入手，以“指导”“支持”作为

家长行动的纵横两个坐标，划分出四

个象限，也就是四种家长管理类型：

专制型、权威型、忽视型、放任型。

专制型的家长会给孩子立严格

的规矩，要求孩子的服从度高；放任

型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低、要求少，

对于冲突多是回避，但能与孩子玩得

很好，更像是朋友而非父母；忽视型

的家长给予孩子很少的注意力；权威

型的家长对孩子的品格有期望，也能

做到多听、多了解，当孩子没有达到

期望时，会采取一定的行动。

在陈颖看来，权威型的管理是

比较有效的管理模式，这样的家长

大多也是具有很强的责任感，自信

并有很好的自我管理能力的人。“也

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温柔而坚定’。”

陈颖说。

在陈颖的工作经历中，有许多

看似“问题少年”的孩子对自己也

是有期待、有希望的，但他们的期

待或许与长辈的不一样，又或许他

们只是遇到了困难，不知道怎样寻

求帮助来解决困难。许多家长只是

急于解决孩子身上的“问题”，而对

形成问题的原因关注得比较少，这

样的态度，其实反而不利于解决根

源性的问题。“当我们自己特别疲惫

或者遇到困难时，你是希望有人鼓

励你，给你加油，还是承认你的痛

苦，允许你痛苦呢？”陈颖向家长们

抛出了这个问题。

成为一个在管理上“温柔而坚

定”的父母，就是成为孩子成长的

软支撑，让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机会进行自我调节。家长给孩子

言语上的欣赏、行动上的支持，就

是在给孩子一种“连接感”，让他有

力量与空间，能够自己回到正常的

状态中去。

交流分享，思维
碰撞解决实际问题

论坛举行之前，四川省优质教育

促进会收集了 400 位家长填写的提

问与诉求，筛选整理出了7个家长最

为关注的问题，涵盖青春期的亲子交

流、建立学习内驱力、电子设备的使

用控制、生活习惯以及兴趣爱好培

养、心理健康等方面，并以此为主题，

在现场进行了交流和分享。

都江堰市嘉祥外国语学校学生

彭梓瑜的妈妈张玉兰、四川教育报刊

社副社长胥茜、《新教育家》杂志社社

长姚曦，作为家长代表进行了交流。

“青春期的孩子，总是觉得我什

么都‘不懂’，一开始，我还不以为然，

结果一两年下来，我真的开始怀疑我

是不是什么都‘不懂’了。”胥茜说。

“有一次我跟女儿起冲突，当我

试图用武力制服她的时候，我发现我

已经没有那个力气了，她也不再是完

全地服从我了。”张玉兰一边分享，一

边总结，“当我女儿做出我不愿意看

到的行为时，好像是在告诉我，你给

的空间不够了。我也在反思，当初她

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心

愿，就是希望她是健康的、健全的。”

姚曦认为，上一代人的教育方

式，会深刻地影响下一代，为人父母

时，要尤其注意自己“下意识”的行

为。“现在我们认为孩子身上的‘毛病’，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只是没有医

院的仪器检测出来，没有给它起名字

而已。我觉得只要身体健康、思想端

正，我的孩子就算当个攀岩教练，也

足够养活自己了。”

事实证明，青春期就是孩子的心

灵渐渐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的过程，

“做智慧的家长，不要怕孩子出问

题。如果孩子身上出现了某些问题，

父母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我

看来，孩子的很多问题多半都是咱们

做父母的没有跟上他们成长的节奏

而已。”王晶总结道。

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最近

常常犯错，不是这里出错，就是

那里没做好，我为此焦虑极了，

不知不觉间竟然把她每一次犯错

都当成指责她的机会，总在数落

她的不是，还总在她耳边唠叨，

给她强调做事的方法，可这样下

来没起到丁点效果。

看到一本书上说，家长在教育

孩子的过程中，要把孩子的每一次

犯错都当作学习的机会，要平心静

气地面对孩子犯错，鼓励他们在错

误中看到自己的不足，把犯错当成

学习的机会，孩子就会一点一点地

进步。我心一动，决心试一试。

这天，开车带女儿回老家，第

二天早上起来，才发现她居然把她

的背包放在了车上。她那背包里装

着她存的好几百块钱，而且是放在

挡风玻璃处，特别显眼。好在老家

人烟稀少，我们下楼去拿时书包还

在。见女儿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我怒火中烧，想想这个车若是停在

闹市，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包会

丢失，而且车玻璃也会被人破坏。

我转过身去，好一会儿才强忍住怒

火，待心情平复后才告诉她：“车上

不能放贵重物品，就是空的钱包、

背包也不能放在车上，会让某些坏

人动邪念。”女儿听了，有些疑惑，

我耐心地解答，并举例说明，她这

才点了点头。这之后，她每次下

车，都会检查车上有没有落下什么。

后来一次考试，女儿将一个大

题忘了写，丢掉了 10 分，她拿到

试卷后很是丧气，我看到了也有些

生气。这道题她明明会做，若不是

粗心，她就可以得满分。我压制住

心里的火气，想了想那句“把犯错

当成学习的机会”，耐心地安慰她

说：“没事，宝贝，这一次忘了，

下次一定记得多检查才行，吃一

堑，长一智吧。”听我这么说，女

儿心情豁然开朗，赶紧补作业去

了。这一次之后，她长了记性，很

少见她试卷忘写题的情况了。

我心爱的玻璃杯打碎了，我不

数落她了，而是告诉她，拿任何东西

都要轻拿轻放；被小狗咬伤了，我不

责怪她了，而是告诉她，再温顺的动

物都有可能伤人，要离它远一点；她

弄掉了课本，我也不批评她了，而是

告诉她，自己的东西要保管好，有些

东西可能丢掉之后，再也买不到一

模一样的……

我渐渐知道，孩子难免会犯错，

这需要我们有耐心，一点一点地让

孩子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一点一点

地引导孩子处理事情。当孩子犯错

了，打骂发火只会适得其反，若孩

子处于叛逆期，有可能还会造成更

严重的后果。还不如长舒一口气，

静下心来，把每一次犯错都当作学

习的机会，和孩子真心交流。当我

们把犯错当成一个学习的机会，我

们的心态自然就会平和起来，和孩

子相处，也会愉快、轻松得多。

陪伴：成长了孩子，更成长了家长
■ 邱达官

把犯错当作
学习的机会

■ 刘亚华

做智慧父母做智慧父母
成为孩子成长的软支撑成为孩子成长的软支撑

近日，四川省优质教育

促进会在第五次学术年会上

举办了第二届以“做智慧父

母”为主题的公益论坛，美国

加州LFS国际学校学生发展

指导师、全国专业人才储备

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家庭

教育）王晶，四川大学精神病

与精神卫生医学博士、成都

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专家库

专家陈颖，成都七中高级心

理教师、全国十佳中学心理

教师陈艳萍进行了专题分

享。在之后的沙龙交流环

节，针对几位家长分享到育

儿方面的经验和困惑，3位专

家有针对地进行了点评并给

出了建议。

■ 记者 梁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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