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YDB 3治家有道 2021年3月20日 星期六

编辑 周睿 美编 彭浩然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爱孩子从爱自己

开始
很多妈妈通常会过于将自己的

注意点集中到孩子身上，把孩子当

作自己生活的一切。这种想法不管

是对孩子还是对妈妈都是不好的，

孩子不能独立自主，妈妈也渐渐丧

失了自己。

“其实，妈妈也可能只是长得像

‘大人’的‘孩子’。一个妈妈对孩子

的爱，终究要从爱自己开始。”曾晓

说。

每一个妈妈都不是一开始就会

做妈妈，都是从孩子出生以后才慢

慢去探索如何做一个妈妈，这时的

妈妈也是个孩子，她也需要从日常

生活中去经历，去实践，去探索如

何成为一个好妈妈，这也是一个不

断成长的过程。

妈妈们有时会进入一个误区，

将孩子作为她生活的重心，天天围

绕着孩子转，一些妈妈认为，这是

她爱孩子的表现，但是她却忘了爱

自己。“妈妈们不要将全部精力放在

孩子身上，不要把自己当作孩子的

附属品，要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

曾晓说。

“你认为自己很重要”，这种自我

认同感对于一个家庭、一个妈妈来说

是不能缺少的。曾晓认为，“爱自己，

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这样的你才

是快乐的。一个快乐的妈妈，才能培

养出一个开朗的孩子。”

过度关注孩子，不仅会使家长

焦虑，还会将焦虑转移给孩子。有

些家长常常会对孩子说：“我都是为

了你。”“我为了你这么辛苦。”……

这些话其实会对孩子产生压迫感，

将负担给了孩子，家庭也会失去平

衡，这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曾晓

建议，妈妈们应该从紧紧围绕孩子

的怪圈里走出来，从爱自己开始，

实现自己的价值，调整与孩子的关

系，做一个好榜样。

“我有问题，但是我
不是问题”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我与我的

儿子关系并不亲近，他反而和他父

亲关系好。我先生是学理科的，可

以和儿子一起玩乐高机器人和用望

远镜看星星，而我只能帮他们搬搬

电脑。我的儿子不准我动他的眼镜

盒，在我帮他戴眼镜时，他会很烦

躁，还对我发火。每当这个时候我

也会很生气地吼儿子，我们的关系

越来越恶劣，儿子与我的距离也越

来越远。我对此有点羞愧和难过，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讲座现场，家长张平哽咽地说起自

己的经历。

“我们常常会把自己挡在问题的

前面，认为自己是一个问题，而不能

将问题放到自己旁边，与自己的问题

和平相处。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不

是问题，只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而

已。”曾晓说，当亲子关系出现问题

时，很多家长常常会将错误归结到自

己身上，认为自己本身有问题，这是

一个错误的认知。家长们要知道，在

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

种问题，这是正常的。

曾晓分析，从家长张平的讲述中

可以看出，她很爱儿子，不然不会在

讲述时止不住地哽咽。她的内心一

定深深地自责，认为自己是不是在日

常生活中对孩子的陪伴很少，认为是

自己的问题使孩子渐渐和自己疏离

了。曾晓给张平支招：“你不要把自

己看成问题，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压

力。我们在与孩子相处的时候要注

意细节，在你给孩子戴眼镜的时候如

果孩子心情不好，发脾气，你不要吼

他，因为这样只会让孩子反抗。在孩

子发脾气时，你应该与他沟通，是不

是哪里不舒服，要重视孩子的感受。

爱孩子，真正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感

受很重要。”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我们常常说，我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孩子，这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

的，将负担全部压在孩子的身上，会

将孩子压垮。”曾晓说，一些家长认为

的爱，是事事为孩子安排，替孩子挡

下所有风雨，让孩子顺顺利利地成

长。家长总想要为孩子做得更多，想

要孩子少走弯路，但是有些时候要舍

得让孩子去受苦，只有让孩子亲身经

历了，他以后才能面对这些困难，避

免一些错误。

讲座现场，曾晓找了六位家长来

做布条游戏，五个人扮演家长，一个人

扮演孩子，五位“家长”分别拉着布条

围在“孩子”四周。“在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紧紧围绕着他，生怕孩子出现问

题。但孩子渐渐长大了，家长还站在

原地，没有学会放松。这时孩子就会

感受到压抑，拥挤，感觉自己没有空

间。孩子就会反抗、愤怒，想要逃脱束

缚。”曾晓一边指导家长们做游戏，一

遍讲解。游戏中，“孩子”在不停地向

前闯，想要挣脱布条，而“父母”不停地

向后拉，造成两方都很愤怒。

家长要渐渐地学会放手，学会在

一定的距离里默默地关注孩子，给孩

子一定的自由。在控制中长大的孩

子会习惯被控制，会没有自己的判断

力，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不利

的。曾晓指出，“一个成长得很好的

孩子，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孩子。父母

要从生命深处去理解自己和孩子，有

时候放手是为了孩子更好地成长。”她

告诉家长们，爱与被爱、安全感、价值

观、独立自主和连接是“生命的五朵金

花”，“父母不要剥夺孩子爱你的权利，

当孩子想要关心你的时候，你不要用

‘作业完成了吗’等话语来打击孩子的

积极性，多与孩子进行互动。”

“培养孩子的最终目的是家长可

以放心让孩子去过自己的生活。”曾

晓说，家长要培养独立自主的孩子，

让他们可以自己做选择，并且为自己

的选择负责任。

倾听孩子的想法也很重要。曾

晓指出，当孩子犯错或跟家长有不同

意见时，一些家长总是喜欢跟孩子说

“我想跟你谈一谈”。这部分家长是

想要通过“谈一谈”告诉孩子应该怎

么做，告诉孩子对错。其实，有些时

候家长应该倾听孩子想要讲什么，先

放下对错，放下自己的想法，用心与

孩子交流。“一个好的家庭系统是容

得下不同意见的，家长要让孩子大胆

表达他们的想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

们对错，要真正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

感受、想法、期待和渴望，营造良好的

家庭关系。”曾晓说。

春 天 是 充 满 生 机 的 季

节 。 在 三 年 级 的 作 文 课

上，我决定带上孩子们到

田野里去走走，找点写作

的直观素材。孩子们那个

高兴劲儿呀，惊飞了林间

的 小 鸟 ， 也 似 乎 要 “ 压

坏”新翻修的马路。没想

到的是，在我兴味盎然地

指导他们开始观察周围的

花草树木时，竟有超过一

半 的 孩 子 不 认 识 胡 豆 花 ，

只觉得那一串串“眨着黑

眼珠”的花束好可爱。胡

豆花不是我们当地农家必

种的粮食作物吗？这些生

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孩子

应该不乏认识它的机会呀。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自

己的小时候。那时候，我常

常跟着大人一起去刨土种

菜、浇水捉虫、拾麦晒场，虽

然尘土满身、大汗淋漓，却乐

不知疲。家里来客人了，不

管是被大人叫去扯点小葱蒜

苗，还是摘些辣椒茄子，我都

能飞也似的去完成，以至于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能分清

麦子和稻子的播种季节，知

道了“汗滴禾下土”的艰辛，

懂得了“颗粒归仓”的道理，

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

从而在学习上能更加地努

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

教师。

这也使我不由得想起了

假日里下村走访常见的场景

——上午九十点钟了，有些

孩子还蜷在被窝里看电视、

玩手机，床头放着未洗的碗

筷；而家长呢，却在地里汗流

浃背地忙碌。我也仿佛听见

了家长经常给孩子说的一句

话，“学习比什么都重要，只

要你好好读书，我们再苦再

累也愿意。”

很多家长常常抱怨学校

教 育 不 如 人 意 ，孩 子 不 懂

事。可我想告诉家长们，生

活是最好的教育。带孩子走

进自然、融入社会、体验生活

比什么教育都重要。学生需

要学习的知识和道理很多都

要建立在生活经验的基础

上，这需要家长带孩子去完

成。就像我的这堂作文课，

如果孩子们具有相关的生活

积累，就不会有不认识胡豆

花这样的问题。同样，如果

孩子富有了深刻的劳动体

验，教育他们养成良好的饮

食习惯也不会是困难的事

情。

在春天，带孩子走进田

野，看看破土而出的小草，欣

赏缤纷绚丽的花朵，听听婉

转啁啾的鸟鸣，嗅嗅沁人心

脾的花香，让孩子感受大自

然的神奇，体验生命的顽强

和美丽，对孩子丰富知识，陶

冶情操不无好处。

也不仅是春天，每个季

节、每个时令、每个特定的场

所和环境都有着独有的魅力

和育人价值，就像刚刚过去

的春节、即将到来的清明节，

它们都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内

涵。带孩子走进它们，去看、

去听、去触摸、去感受，孩子

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

喜。

孩子们、家长们，烂漫无

比的春天在等着你们，你们

准备好了吗？

孩子孩子，，烂漫的春天在等你烂漫的春天在等你
■ 张小军

带着爱
读懂孩子的心

在家长和孩子的相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矛盾，如何去解决这些矛盾，成为家长的一大难

题。“其实，有些时候家长过于急切地去表达自己的看法，会忘了倾听孩子的想法，家长和孩子缺少了一个

可以互相交流的桥梁。”国家心理咨询师、心理电台《晓声聆听》创办人曾晓说。

近日，曾晓作客成都市高新区乐迟学堂，与大家分享了一场以“孩子，我该如何来爱你”为主题的公益

讲座，让爱在亲子关系中流动，并能滋养家庭中的每一个人。

■ 实习生 胡静

本报讯（记者 梁童童 摄影报道）“小朋

友们一定要记住，大棒骨很难腐烂，所以我

们要把它放进其他垃圾里面做特殊处理，

而不要放到厨余垃圾里去。……”日前，

《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成

都图书馆“阳光课堂”开展了垃圾分类少儿

活动。通过现场练习分类投放“垃圾”，小

朋友和家长们都学到了不少垃圾分类的

“重难点”和“易错点”。

活动设置在成都图书馆的少儿阅览室

内。小朋友们先观看了垃圾分类的宣传

片，了解了垃圾分类的必要性；接着，在详

细学习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四个类型的内涵之后，小朋友

们开始现场练习分类投放垃圾。每个孩子

都领到了 3至 4张卡片，上面印有各式各样

常见的生活垃圾：镜子、剪刀、阿莫西林胶

囊、中药渣、无汞电池、鱼骨、大棒骨、卫生

纸，等等，他们需要把这些“垃圾”投放到正

确的垃圾桶内。

一轮投放结束，老师这就开桶验垃圾

了。鱼骨易腐，放在厨余垃圾，正确；中药渣

是植物，易腐烂，所以应该放厨余垃圾而非

有害垃圾；内衣裤应该放在有害垃圾，因为

它是贴身衣物，可能会沾上细菌；无汞电池

已经没有汞了，所以放在其他垃圾就可以

了。……虽然大家都学习得很认真，但是从

投放结果来看，正确率还有待提升。“看来，

垃圾分类还是需要自己亲手投放，才能真正

把学到的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啊！”现

场，家长杨女士感叹道。

杨女士的女儿宗子涵也是游戏的积极

参与者。早在 2019年，上海刚开始施行垃

圾分类的时候，还没上小学的宗子涵就对

垃圾分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自己就开始

在家进行垃圾分类了。“她可能只是单纯觉

得好玩吧，不过我觉得感兴趣就是最好的

动力。毕竟这类细活路就是要从手边的小

事做起，才能养成习惯。”杨女士说。

老师周蕾也表示，垃圾分类是生活习

惯的重大改变，对于成年人来说难度会比

较大，相比起来，小朋友可能会更容易接受

和掌握，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正在处于形

成的阶段。“孩子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

的意识强起来了，反而可以监督家长。这

样，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我们的环境肯

定会慢慢变得更好。”

垃圾分类，从动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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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和家长一起认真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孩子们现场练习分类投放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