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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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涛涛特别顽皮，在家里，涛涛

经常把爷爷奶奶的报纸撕碎，把我的

毛衣针折断，把玩具拆开损坏，把水洒

到地上……在幼儿园，涛涛喜欢搞些

恶作剧，不是睡觉老爱挠小朋友的脚

丫子，就是抢小朋友的玩具。和小朋

友们玩捉迷藏、跳绳、踢毽子，涛涛只

能赢不能输，输了，就同别人吵架。小

朋友们都叫他“淘气宝”。

一次，老师组织玩“火车拖拉机”

的游戏，涛涛自告奋勇地当起了火车

头。老师告诉涛涛，一定要带好头，顺

着规定的路线“行驶”。老师一声令

下，“小火车”轰隆隆地启动了。玩着

玩着，涛涛故意不走原定的线路，左右

摇晃着向车尾的小朋友撞过去，一下

子，火车就“翻车”了，有几个小朋友跌

倒在地，痛得哇哇直哭。老师批评涛

涛：“你知道火车头离开轨道会翻车

吗？”

“知道!”涛涛理直气壮地回答。

老师问：“知道了为啥还要犯？”

涛涛一脸无辜：“我觉得这样好

玩。”

还有一次，涛涛爸爸给他讲了一

个脑筋急转弯的故事，爸爸问涛涛：

“有一个叫三毛的小朋友，脑袋前面有

三根头发，后面有两根头发，究竟(揪
尽)有几根头发？”“三加二等于五，是五

根。”涛涛很快回答道。“不对!”爸爸摇

摇头。“就是五根嘛!”涛涛有些疑惑。

“错！是没有头发了。头发揪尽了哪

里还有头发呢？”爸爸轻轻地揪着涛涛

的头发说。“爸爸赖皮。”涛涛嘟着嘴

说。第二天上幼儿园后，涛涛对小朋

友们依样画葫芦，并揪起了一个小朋

友的头发，把小朋友揪得哇哇直哭。

老师批评他，他就当场表示悔过，言

明不再重犯。但第二天又会上演更荒

诞的小把戏。哎，我和涛涛爸头疼死

了。

孩子具有活泼好动、模仿性强、争

强好胜、天性好奇等心理特点，他们的

行为都是基于想满足自己某种单纯的

需要所致。在大人眼里，这类孩子多

属不听话、顽皮、淘气之类。其实，这

是对孩子的心理特点了解不深而形成

的偏见。

涛涛在同小朋友们玩游戏时只能

赢不能输，还同别人吵嘴，这需要我们

一分为二地看。其实，这既反映了他

自尊好胜，又反映了他不懂礼貌，不懂

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道理。不

睡觉挠小朋友的脚丫子，是在求证自

己怕痒，别人怕不怕痒，这是一种好

奇、求知，只是他忘记了要守纪律。

讲脑筋急转弯，揪小朋友的头发，这

说明他模仿性强，只是他不知道爸爸

是轻轻地揪着他示范，而他却是使劲

地要去揪小朋友，这样会让小朋友受

到伤害。

孩子淘气、好动、好问、好胜，是儿

童心理特征的具体表现，我们不能压

抑它，而应该正确地遏制和引导孩子。

首先，要确认界限。一位教育家

曾说过：“要给孩子立个规矩，让他

们从小就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

的。这个意识在孩子的头脑中扎下了

根，就会成为他的行为准则，形成自

律，孩子们需要一个界限，这个界限

给他们展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

做。”比如，涛涛撕碎爷爷的报纸、

折断妈妈的毛衣针、损坏玩具、打骂

小朋友等等，这些都是错的，是不可

以做的。我们要让孩子在理解行为准

则的基础上学会约束自己，进而发展

到自觉地遵守社会公德，提高明辨是

非的能力。

其次，要树立良好的道德典范。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一

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孩子，这就要求家

长和老师要唱“同一首歌”。幼儿园老

师教孩子们要做好孩子，要团结友爱，

有些家长却教孩子“在外不要吃亏，别

人惹你你就打他，别怕他。”这样不协

调的教育方式，会潜意识地让孩子偏

离了界限，不遵守规则。

要强化必要的行为训练。模仿是

孩子的天性，家长可利用孩子模仿力

强的特点，有意识地让孩子重复练习

正确的行为，以克服和纠正不良习

惯。比如，带孩子去邻居家串门聊天，

练习礼貌待人；饭前让孩子摆筷子、搬

椅子，让爸爸妈妈先坐，练习关心和尊

重长辈；让孩子多同小朋友们接触玩

耍，教孩子互换图书和玩具，培养团结

友爱的精神；让孩子收拾玩具，整理自

己的衣被等等。

培养知错必改的良好品行。孩子

做了错事，家长必须纠正并告诉孩子，

这样做为什么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

怎样去改正，并给予孩子适当的惩罚，

让孩子体验到做错事后所引起的不愉

快，从而牢记教训。如果家长做错了

事也必须进行自我检讨，孩子在家长

模范行为的影响下，会心悦诚服地接

受教育。当孩子做了好事，改正了错

误和小毛病，家长也要及时地给予鼓

励和表扬，这样，孩子就会沿着正确的

轨道不断进步。

明确目的，是劳动教育
的第一步

不少家长都有过这样的困惑：孩

子在学校，上劳动课或值日时，能够很

好地完成劳动任务，但是在家，做家务

的积极性却很低。实际上，孩子不愿

意做家务，是因为没有培养起做家务

的习惯，同时也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有些家长觉得孩子

还小，不舍得让孩子做家务；有些家长

则认为孩子的任务就是学习，与学习

无关的事都由家长来做；还有的家长

则把家务活当做惩罚孩子的方式。这

样，孩子不会做、不喜欢做家务，也就

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李萍指出，劳动教育的第一步，是

家长要明确劳动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劳动教育，是发挥劳动的育人功能，对

孩子进行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

教育活动，它有三个鲜明的基本特征：

一是鲜明的思想性。劳动教育，

强调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劳动

和劳动者都应该得到鼓励和尊重，反

对一切不劳而获、崇尚暴富、贪图享乐

的错误思想。

二是突出的社会性。劳动教育要

求引导孩子走向社会，认识社会，强化

责任担当意识，体会社会主义社会平

等和谐的新型劳动关系。通过劳动教

育，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无论以后从事

什么工作，都是通过劳动来创造自己

的价值，只有付出才有收获。

三是显著的实践性。劳动教育以

动手实践为主要方式，引导孩子在认

识世界的基础上，学会建设世界，塑

造自己，实现树德、增智、强体、育

美的目的。

有家长认为，孩子把学习做好就

可以了，不让他做除了学习之外的事，

这种教育方式存在着很大隐患，会让

孩子认为除了学习之外的事都不是自

己的事，也就体会不到劳动的辛苦和

快乐。李萍指出，如果一个孩子能经

历劳动的艰辛，体会到快乐，是能够把

这种态度带到学习上去的。孩子在学

习上成绩波动大、走下坡路，也许不是

因为他不够聪明，只是他“懒”得去动

脑筋。作为家长，既要成为孩子三观

的楷模、生活的教练，也要当他人生的

导师、真诚的朋友，要有大的格局。

家长格局的大小决定了孩子发展

的高度。家长的格局小了，就可能只

看得到眼前，只要求孩子考高分、得第

一，孩子成绩一下滑就焦虑，想着赶紧

把成绩提上去，给孩子报很多补习

班。“这样的做法，对孩子是不公平

的。”李萍说。

李萍说，家长对孩子的学业有一

些要求很正常，但当他达不到要求时，

我们是不是去了解过其中的原因。很

多家长跳过了这个环节，只看到孩子

成绩下降了的结果，于是开始给孩子

报各种补习班，这些都是家长单方面

的要求，忽视了孩子的声音。

现阶段，学校教育也在逐步实现

从“应试教育”模式向全面育人模式的

转变，以升学为目标向升学与生涯辅

导相结合的目标转变。分数，不再是

社会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家长更应

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担任他们生涯

规划的首席导师，因为一位合格的家

长会比老师更加了解自己的孩子，了

解孩子的优势劣势、个性特长。孩子

要获得幸福生活的能力，分数只是表

面的，更重要的是要能掌握一套与世

界、与生活和谐相处的态度和方法。

而劳动教育，就是实现这一点的重要

途径。

劳动教育的正确打开
方式

教孩子做家务，家长需要注意什

么？李萍给出了几条建议：

一是量力而行，视能而定。即使

是家务，孩子也有不同的熟练度和擅

长的类型，不要急于求成，切忌完美主

义，更不能拿“别人家孩子”来攀比。

二是共同参与，亲子互动。亲子

一起做家务，就把本身可能很枯燥的

劳动变成了一种亲子游戏，让孩子认

识到做家务虽然辛苦，但也可以是愉

快的、幸福的。

三是保持耐心，多给鼓励。有的

孩子刚开始做家务，会做不好，这是很

正常的。家长要手把手地讲或者亲身

示范，给孩子学习成长的空间。

四是以身作则，榜样示范。爸爸

妈妈要以身作则，至少要给孩子展现

出自己的积极态度，给孩子做好榜样，

让孩子看到家务活是家庭中每个人的

责任，每个家庭成员都要为共同的生

活环境努力。

五是安全为要，正确引导。家长

要为孩子普及家务活中的安全常识，

比如，擦玻璃要注意别划伤手、跌落；

收拾插座要注意用电安全等，还要注

意避开孩子的过敏源。

李萍认为，做家务，不仅能够培养

孩子的责任心和独立生活的能力，还能

起到知识教育无法替代的教育效果。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长假期

间，家长可以尝试让孩子当家，给孩子

一个预算，让孩子尝试规划这段时间

的家庭生活，每天记好账。这样，孩子

就能体会到爸爸妈妈挣钱的辛苦，操

持生活的不容易，他也会知道花钱需

要有计划，否则，钱很容易地花出去

了，还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

拟定家庭出游计划和出行攻略，

也有很好的锻炼作用。有的孩子在出

游的时候，这也喜欢，那也想要，家长

想着好不容易带孩子出来一趟，孩子

的要求都尽量满足，旅游的预算就很

容易超标。出游前，让孩子自己制订

时间和金钱上的计划，让他体验到随

心所欲是不可行的，父母的钱、大家的

时间，都是不能随意浪费的。

中小学阶段的孩子需要被赋予更

多的平等权利，家长可以让他们适当地

参与家庭决策。一定要注意规避“只要

你学习好，其他的事都不用担心”的思

想，要让孩子知道，收获都是建立在付

出之上的。通过这些劳动锻炼，可以锤

炼孩子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让孩

子遇事勇于面对，勇于思考。

劳动，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门

必修课，其所带来的对事物发展规律

的认识和个人精神生活的富足，是课

堂教育无法替代的，在家庭教育中对

孩子进行劳动教育以及劳动技能的培

养，是为人父母的责任担当，也是孩子

未来获取幸福生活能力的基础。

巧治巧治““反斗星反斗星””
■ 李久兰

用家务活用家务活
培养孩子幸福生活的能力培养孩子幸福生活的能力

■ 记者 梁童童

前段时间，一个男孩捞面条的视频“火”了：孩子一边从泔水桶中捞出面条，一边连连干呕。原

来，那天，男孩突然对妈妈说不想学习了，太累了，想帮妈妈一起开面馆。妈妈听了有些生气，于是，

让他帮保洁阿姨把面条收起来，带回去喂鸡。这位妈妈表示，虽然看到孩子难受她很心疼，但是“效

果挺好的”，以前，孩子做作业要花两个小时，现在40分钟就能完成两门课的作业。她还提到，孩子平

时就很懂事，会帮忙干活，这次的“惩罚”，只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治一治”孩子不想学习的“病”。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表示，许多家长都不舍得让孩子做家务中的苦活、累活、脏

活，然而，做这类家务，对孩子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挫折教育，能够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责任心，

让他们更有能力去面对和克服今后成长过程中的挫折和磨难。所以，适当的吃苦教育和挫折教育

是有必要的，而家务活，就是最好的“挫折”教育。

事实上，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教育部也于6月公布劳动教育纳入高中必修课，共6个学分，仅次于语数外的8个学分；7

月，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针对劳动教育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进行

了详细的要求与指导。

而劳动教育中最基础的一部分，就是有关家务劳动的教育。家务，是家庭中最自然的劳动场

景，也是对孩子进行生活教育最日常、最简单的方式。锻炼孩子做家务的能力、培养孩子做家务的

习惯，可以培养孩子独立自立的能力。

近日，四川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四川省家长学校总校特聘专家李萍在青羊家庭教育直播课堂

开课，就“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在家庭劳动教育中培养孩子幸福生活的

能力”等话题进行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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