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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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2

JYDB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2

JYDB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父亲节策划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儿子乐恒还在上幼儿园时，

爸爸带他去爬山，在一米多高的

台阶上，他一直犹豫着不敢往下

跳，爸爸满脸鄙夷地说：“我像你

这么大的时候，比这高一倍的坎

都敢跳。快跳下来，摔不死！”

乐恒走累了，跟爸爸说：

“爸爸，我走不动了！”爸爸鼓励

他：“那就跑吧！跑不动的话还

可以像兔子一样蹦着走，要不

我们来玩个龟兔赛跑的游戏？”

上小学后，乐恒做作业有

点拖拉，可只要爸爸一句话：

“快点做，还等着你‘开黑’呢！”

乐恒立马精神高度集中，作业

做得又快又好。

说起爸爸带娃的趣事，何

蕊凡简直停不下来：一起去海

边玩，爸爸可以用沙把儿子埋

得只剩一个头；一起搭积木，父

子俩可以把一箱子玩具全部拆

成零零碎碎的零件，然后再一

个一个地拼好。……

去年，10岁的乐恒开始表

现出一些叛逆特征，对何蕊凡

的要求时常摆出一副不合作的

态度。正想利用马上到来的暑

假好好教育一下儿子，却接到

外出培训一个月的工作任务，

何蕊凡只好把儿子交给丈夫，

丈夫拍着胸脯向她保证：“一个

月的时间肯定将儿子‘驯服’。”

培训结束回到家，父子俩

刚刚钓虾回来，儿子放下钓钩

后便主动去帮爸爸剥虾。吃饭

时，他不仅将最大的虾剥好给

了何蕊凡，还满满当当地吃了

两碗饭。再看看他的作业，不

仅没落下，完成的质量还比以

前进步了不少。

何蕊凡很好奇，第二天一

大早，她便起来想看看丈夫到

底是如何“驯服”儿子的。早上

8点，儿子还在呼呼大睡，只见

孩子爸爸走到床边，挠挠儿子

的耳朵：“儿子，起床啦！”儿子

揉揉眼睛，说：“好困，让我再睡

会儿。”爸爸笑着说：“没问题，

给你两个选择：一是你想睡多

久都行，不过今天的捉泥鳅和

打游戏活动取消；二是马上起

床，做完作业咱们就去捉泥鳅，

回来再一起‘开黑’。”儿子一跃

而起，大声说：“当然选第二种

了！”

午饭时，因为天热，何蕊凡

炒了苦瓜，正犹豫要不要夹点

给儿子，一旁的丈夫开口了：

“儿子，你想吃苦瓜还是苕尖？

苦瓜可以去火消暑，苕尖维生

素含量丰富……”这两样蔬菜

可都是儿子最不爱吃的，没想

到儿子犹豫了一下，主动将筷

子伸向了苦瓜。

几天下来，何蕊凡发现，丈

夫总是让儿子做“选择题”，并

且在每一个选项里都列清了收

益和损失，而儿子总会出乎意

料地选中她所期待的那一项。

妈妈眼中的“爸爸带娃”——

““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教育合力的教育合力
■ 记者 梁童童 周睿

端午节的早晨，罗爱华好不容

易得了空闲睡个懒觉，迷迷糊糊地

却听见门外传来了争吵的声音，她

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出门一看，见丈夫正在批评儿

子符号，表情和语气都十分严厉，

孩子的外公和爷爷都有些不忍心，

在一旁劝着，罗爱华也赶紧上前劝

丈夫先停一停。

原来，刚刚爸爸在辅导儿子学

英语，遇到一个单词符号读不清

楚，爸爸就批评了他几句，说他上

课没有认真听，符号立刻辩解说他

不是没听，只是忘记了，生气地冲

爸爸说了一句很不礼貌的话，父子

俩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越

说越口不择言，符号就这样把爸爸

惹生气了。

虽然看儿子被教训得“惨兮

兮”的，罗爱华有些心疼，但她觉得

这次冲突对儿子来说不是一件坏

事情。

罗爱华平时对儿子很温柔，总

是包容他，丈夫对儿子却是严肃

的，而正是这样严肃的教育方式，

儿子从爸爸那里学到了底线和规

则。

小时候，对爸爸这种严厉的教

育方式，儿子有些不满，常常通过诸

如把臭袜子藏在爸爸枕头下之类的

恶作剧来“出气”。而这次跟爸爸起

冲突，在罗爱华看来，就是小男孩即

将进入青春期追寻自我意识的体

现。爸爸严厉的批评其实是对他言

行的规范，再一次向他表明，什么事

不该做，什么话不该说。

“爸爸对孩子严格一些，其实

跟我正好是互补的。”罗爱华说，孩

子爸爸虽然严厉，但他也懂得及时

控制住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儿

子挨的批评是能够帮助他成长的。

这次的争吵插曲很快就停止

了，父子俩各自冷静了一会儿，一

家人坐下来讨论刚才的事，符号意

识到自己的不对，诚恳地向爸爸道

了歉。

“你跑完步了？”李洪梅问儿子子

墨。

“我今天跟爸爸在踢球，就没去

跑步。对吧，爸爸？”子墨说着，一个

劲地朝爸爸递眼色。

看着儿子的表情，李洪梅心里已

经笑出声了：“踢球啊？这不太像你

的风格哦。”

自从这两年丈夫工作稳定在了

成都，跟儿子子墨的相处时间多了起

来。李洪梅越发觉得，父子俩简直就

是一对“损友兄弟”。

最明显的就是在吃上。子墨喜

欢吃牛排，上午10点，嘴有点馋了，爸

爸就钻进厨房煎一块；下午4点，子墨

又嘴馋了，没问题，爸爸又给煎一

块。儿子想吃了就做，在爸爸眼里，

吃了牛排，儿子还吃不吃得下晚饭好

像根本不是问题。

“吃牛排还算好的，至少是个正

经肉，其他小零食爸爸也不吝啬地给

儿子买。”李洪梅说，自从爸爸承担了

接子墨回家的任务，子墨的房间、书

包里时不时就能找到薯片、饼干和可

乐瓶，每回爸爸去接他，子墨的第一

句话便是：“妈妈在家不？不在？超

市走起。”

由于夫妻俩的工作原因，子墨读

小学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妈妈李洪梅

在照顾，她对子墨要求会严格一些。

爸爸回来之后，父子俩在一起的时间

多了起来，生活也随性了很多。想吃

什么就吃什么只是一个方面。

有一段时间，子墨对书画发生了

兴趣，而身为学霸的爸爸也正好比较

擅长。于是，父子俩大张旗鼓地买了

笔墨纸砚、颜料、画架回来，准备好好

陶冶一下情操。

结果，不算很意外地，子墨的三

分钟热情很快就熄灭了，再学起来十

分心不在焉。爸爸心态倒是很好：你

不学了，那我就不教了嘛。材料、工

具收拾起来，父子俩又捣鼓别的去

了。做烘焙倒是一个坚持得比较久

的事，然而，用李洪梅的话来说，“乌

烟瘴气地搞出来几个黢黑的东西，狗

都嫌弃，还留着给我‘品尝’。”最后，

还是得靠妈妈来救场。

爸爸回来的时候，正是子墨“小升

初”，快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有许多心

思和话题，跟爸爸很聊得来。而且，爸

爸是一个学霸，在学习上，特别是数学

上帮了子墨很多，子墨也因此对爸爸

有了崇拜之情。爸爸也不忘自己的

“本职”，会引导子墨看一些好书。

一次，语文老师给了一张书单，

而子墨那段时间就爱看编程相关的

书，于是爸爸就提议两个人一起看。

看着看着，爸爸竟然自己先睡着了。

另一次，爸爸看得兴趣大增，声情并

茂地给子墨讲起来，而子墨什么兴趣

也提不起来，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虽然爸爸带着子墨干了很多“糗

事”，让李洪梅有时很无奈，但爸爸除

了教子墨知识和生活，也像一个大朋

友对一个小朋友那样，可以一起吃、

一起玩，“这一点，我觉得是很珍贵

的。”

周末，谢晶晶家的晚餐桌上摆着

几道女儿苏宇凝爱吃的丰盛大餐：牛

排、水果沙拉、蔬菜丸子汤。

看到自己喜欢的美食，女儿忍不

住尖叫，一坐下来就飞快地拿起叉

子，精确地瞄准了汤里的一颗肉丸，

叉起来放进嘴里狼吞虎咽起来。一

边嚼着肉丸，一边兴奋地称赞着好

吃。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谢晶晶

一边告诉女儿不能含着满嘴饭菜含

混地说话，一边夹起汤里的蔬菜，试

图劝女儿多吃些蔬菜。可女儿只把

眼睛盯在肉食上，谢晶晶正想继续规

劝，旁边的丈夫立马搭话：“孩子喜欢

吃什么，随她吧。”

谢晶晶很无奈，见父女俩这次又

达成了共识，她只好作罢，转身进了厨

房。可当她从厨房收拾完回来时，欣

喜地发现女儿自己夹了一碗蔬菜，正

吃得津津有味，丈夫一脸得意地看着

她，仿佛在说：“看吧，就你瞎操心！”

在谢晶晶眼里，丈夫对女儿总是

无限宠溺，有求必应。女儿想买什么

东西，只要开口，丈夫都会马上给钱，

让女儿自己去买。一开始，谢晶晶还

会抱怨几句，可时间久了，她发现女

儿除了买些喜欢的玩具之外，买的都

是一些需要的东西，她似乎还懂得了

货比三家，买东西之前还会去看一

看，比一比哪一种更划算。

丈夫看似“不靠谱”的教育方式

却屡见奇效，谢晶晶开始留意观察父

女俩的互动。她发现，父女俩一起玩

游戏时，丈夫总会用故事或游戏的方

式把一些道理讲给女儿听，比如青菜

和水果的营养价值，多吃它们有什么

好处，他虽然不会强迫孩子去吃，但

孩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自己就会做

出正确的选择。当女儿想要一样东

西时，丈夫虽然每次都立刻满足她，

但他从来不会去帮女儿买，而是把钱

交给她，然后带她去两三家商店逛

逛，让她自己去选择中意的。

原来，这就是藏在爸爸对女儿无

限宠溺背后的秘密。

爸爸有话说：
孩子的成长不能一味地“和风细雨”，也应该适当接受一些磨

砺，今后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爸爸对孩子严厉一些可以和妈妈

温柔的教育方式互补，但批评孩子时一定要把握好“度”，毕竟家长

也会有情绪，如果带着情绪去批评孩子，局面便很容易失控，教育

就会变成情绪的发泄。

爸爸有话说：
陪孩子一起成长也是家长的一种修行。孩子在学校里和同学发生

的趣事、学习上遇到了难题等，我都会很感兴趣地和他交流，和孩子做朋

友能和他建立起一定的亲密度。另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难免会犯

错，但其实很多大人眼里的错误在孩子的认知上是没有是非观念的，这

时候，家长要理解他们，并及时引导他们。

溺爱背后的秘密溺爱背后的秘密

爸爸有话说：
当孩子喜欢一样东西时，父母不妨先满足他们，再找合适的机会引导

他们，或者借机培养他们的一些生活能力。比如，孩子想买玩具，父母可

以让孩子自己去买，这个过程不仅能培养孩子的数学概念，还能促使孩子

学会主动与人交流，在交流中锻炼胆量和与人沟通的技巧。不用担心这

样会宠坏孩子，因为在每次看似无条件的满足孩子之后，我们都可以对孩

子进行适当的引导，让他们学会正确的选择。

朱自清的《背影》里，父亲爬月台的蹒跚背影成为经典的父亲形象。而生活中，每位父亲和孩子的相处模式都不

尽相同，既有动画短篇《父与女》中父女之间的依恋和分离，也有电影《向日葵》中父子之间的对立与谅解。

如今，越来越多的爸爸懂得了陪伴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并主动申请带娃任务，和妻子一起承担照顾孩子的重任。

由于爸爸和妈妈性格、思维、行为的差异，爸爸们一些大胆创新和“粗线条”的带娃方式常常被妈妈们吐槽，而这些方

式在孩子身上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父亲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一起来听几位妈妈讲述她们眼中爸爸带娃的有趣故事。孩子的成长既需要妈妈无

微不至的关心、爱护，也需要爸爸大胆创新的坚实陪伴，父母之间优势互补和相互配合，才能给孩子最好的呵护。

用选择题
“驯服”儿子

爸爸有话说：
让孩子做选择题，既给了孩子

主动权，父母也能得到想要的答

案。青春期的孩子不都渴望自主和

独立吗？平时，经常和孩子一起玩

玩游戏也是爸爸的优势，对孩子来

说，游戏其实也是他们的课堂，在玩

闹中，孩子还能学会一些抽象而复

杂的概念，比如信任、合作、规则等，

在放松学习压力的同时，通过游戏

宣泄隐藏的负面情绪。在带娃这件

事上，父母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优

势，孩子才能得到更全面的成长。

严厉和温柔的互补严厉和温柔的互补

大朋友和小朋友大朋友和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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