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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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家有道

■ 龙悦

目标一变再变目标一变再变
为何孩子总是为何孩子总是““三分钟热度三分钟热度”？”？

如今，不少家长热衷于名校，以为

只要找到了好的老师，好的教育资源，

孩子就能出类拔萃。可很多教育专家

却认为，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不是学校，

而是父母，因为一个人的性格、习惯、品

行、兴趣、爱好等主要来源于家庭，而这

些比老师传授的知识更能决定孩子将

来成功与否。换句话说，好的亲子关系

胜过好的教育。

既然好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成长

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走近孩

子，与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呢？

首先，要学会接纳孩子。当孩子遇

到困难或受到委屈时，最需要的不是一

位能说会道的教育家，而是一位能够理

解、包容和认同他的人。如果此时父母

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给予孩子关怀和

安慰，亲子关系便会瞬间升温。事实上，

许多孩子不愿意亲近父母，不愿意把学

习和生活中的苦恼告诉父母，其根本原

因就是孩子向父母倾诉时，父母没能站

在孩子的立场接纳他，致使孩子感受不

到父母的尊重和理解。孩子闯祸或犯错

后，其实他们的内心也很惶恐，特别需要

父母的安慰和呵护，如果此时父母再在

其伤口上撒盐，孩子会更加受伤。父母

要学会接纳孩子，无论他是优秀还是平

庸，是乖巧还是顽皮。一般的父母都无

法接受孩子顽皮、撒泼，尤其是无理取闹、

乱发脾气，实际上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一些

缺点，家长只有无条件地接纳孩子，才能

真正了解孩子，与孩子成为“知心朋友”。

其次，要加强与孩子的交流与沟

通。沟通是化解矛盾、增进感情最有效

的方式，无论平常工作多忙，家长都要

抽时间陪孩子。比如，利用送孩子上学

的时间，与孩子边走边聊，了解孩子各

方面的状况；睡前给孩子讲一些轻松愉

悦的故事，并与孩子一起探讨故事中的

人物和情节，引导孩子做一个积极向

上、乐观勇敢的人。此外，沟通的方式

也可以多种多样，比如，写信、打电话、

QQ留言等。当然，要想营造轻松愉悦

的谈话氛围，家长还得多了解孩子的兴

趣爱好，善于敏锐地抓住时机，引起孩

子的谈话兴趣。

再次，时常亲吻拥抱孩子。李嘉诚

在回忆自己儿时所受的教育时，曾意味

深长地说：“最难忘记的是父亲的拥

抱。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稳健而富有

涵养的父亲，与我亲密接触时，常常会

忍不住紧紧拥抱我，并把我举得很高

……”肢体的接触也是一种无声的语

言，父亲宽厚的肩膀就是孩子力量的源

泉，母亲温暖的怀抱便是孩子心灵的港

湾。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都有一定程

度的“皮肤饥饿感”，在父母与孩子的众

多接触中，以抱和搂着孩子的肩膀最能

使孩子产生强烈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日常生活中，父母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与

孩子亲密接触的机会，拍拍他们的肩，

摸摸他们的头，拉拉他们的手。

好的亲子关系胜过好的教育，建立

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家庭教育就等于成

功了一半。

几个朋友坐在一起聊工作，话题突然一

转，聊到孩子。有个朋友兴奋地说：“我家的

娃儿，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老师可喜欢他

了。”听到她这样说，一个朋友马上接着说：

“我的娃儿，学校里每次重大的活动都是她主

持，她记忆力超群，普通话又好，将来是个当

主持人的料。”另一个朋友也不甘示弱，说她

家的孩子写得一手好作文，经常在各大报刊

发表，还获得过省作文比赛一等奖。

听到她们这么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想

想自家的娃，学习成绩很一般，兴趣爱好也不

广泛，根本没有突出的地方，身上还一堆缺

点。总之，在这些孩子中，她是最平凡的一

个。我常常问她将来想做什么工作，她总是

一脸茫然地摇摇头。朋友们走后，看到女儿

还在那没心没肺地玩游戏，我便没好气地训

斥起来：“你看别人家的孩子，个个都比你优

秀，你为什么就不知道努力一点呢，为我争口

气，不行吗？”

见我数落她，女儿低下头，不吭声了。

看到她不说话我更来气了，想想自己每

天起早贪黑为她付出，而她却并没有把我的

辛苦放在心上，从来没有想过要努力改变自

己，每天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我，

又期望她能走进好大学的校门，将来拥有一

份轻松又高薪的工作，可这样的她，与我的期

望值相差甚远。怎么办呢？我只能逼迫她成

为我想要的孩子的样子。

那之后，我经常给女儿“上课”，给她敲警

钟，让她努力一点。我还给她报了各种培训

班，但是她似乎都提不起太大的兴致，成绩还

是中等偏上，从没有拔过尖。我忧心仲仲，直

到一次，女儿生病住院，一直高烧不退，医生

说是病毒侵袭，要是一直烧下去就会有生命

危险。女儿整天有气无力，被病痛折磨得更

加瘦弱了，我焦急万分，却又无能为力。看到

同病房的一个活泼可爱的5 岁小女孩，查出

了白血病，父母被打击得一夜间白了很多头

发，整天哭得肝肠寸断。听说治疗白血病要

花费几十万元，并且只能延续几年生命，我心

如刀绞。还有一个孩子，查出巨脾症，在重症

监护室呆了好几天也没有好转，只好转到省

儿童医院，而省儿童医院也不知道能不能治

得好这个病症。我突然就意识到，孩子的健

康，比分数更重要。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我

才会看到希望。在健康面前，那些所有附加

的期望都可以忽略不计。

好在女儿第四天烧退了，她又开始进食，

脸色好了许多，8天之后，女儿出院了，摆脱了

病痛折磨的她，笑面如花。她拿出画笔画画，

我看了看，画得很一般，但我突然间悟到，我

的孩子，可能一生都注定平凡。也许在我的

逼迫下，她会学得好一点点，但她不开心，因

为她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成为那个不平凡的

孩子。而在这种逼迫中，她更不快乐。

该修正的，其实是我自己的观念，我和老

公读书时学习成绩也不拔尖，学历也不高，并

没有好的基因遗传给她，我自己也一直很平

凡，凭什么就要逼孩子比我优秀？我得对女

儿的要求降低一点，接受她的平凡，并且，欣

赏她的平凡，让她做一个平凡的，但快乐又健

康的孩子。

意识到这点，我把那些她不喜欢的培训

班退了，还她一个轻松快乐的环境。她爱看

书，我就陪她去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

上；她爱散步，我就陪她去公园里玩耍，在河

边走走、在桥上奔跑；她爱美食，我就和她一

起在厨房里，尝试各种糕点的做法。我不再

给她提过高的要求，摆正了自己的心态，我发

现，我也没有那么多烦恼了，而女儿也渐渐地

快乐起来。

其实很多孩子都是平凡的，出类拔萃的

孩子并不多，我们不要期望拔尖的孩子给我

们带来光环，而是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不

要让攀比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用一颗平常

心去相信，我们爱的那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找

到一条适合他们自己的道路。

如果你的孩子是这类渴望

成功又频繁变换目标，惯性很

强的孩子，要帮助他跳出“三分

钟热度”的循环有两大原则：

一是接受孩子的摆荡，不

预设一定要怎样。在孩子谈论

他的新目标，或想转换目标时，

家长不要明确表达支持或反

对，就只是倾听，然后问他打算

怎么做。孩子当下没有被否定

的感觉，就不会马上跳到“你们

都不信任我”的结论。

在孩子抱怨目前实现目标

有什么阻碍、自己有什么痛苦、

缺少什么资源时，家长就简单

回应他：“真的很痛苦吗，那还

是不要做好了。”这里切记要用

认真的语气回应，而非嘲讽的

语气。

可能有家长会担心，叫孩

子不要做了，不是更容易让他

半途而废吗？其实不然，当孩

子陷入“三分钟热度”的循环

里，想要放弃时，家长越让他继

续做，他就越不想做，家长越希

望他坚持，就越会升高他的防

卫机制。相对地，家长只是顺

着他表达：“你觉得痛苦，那就

不要做了”，是把责任还给他自

己。

不预设孩子一定要怎样，

意即他想怎么做，做到什么程

度，家长都能接受。如果家长

无法接受更多可能性，希望孩

子成功的意图就会下意识在态

度中流露出来，被孩子知道。

二是协助孩子的关键时

间，在“从一头热，到开始觉得

与目标有落差、感到挫败”的情

绪反转点上及时帮助和鼓励孩

子。一旦进入沮丧的状态，孩

子可能就会想放弃目标重新选

择，把先前投入努力的痕迹通

通抹除掉。因为看到这些痕

迹，会提醒他自己与目标落差

有多大，如果不抹除这些痕迹，

就没有完全的理由去证明这条

路是不好的、行不通的、不适合

自己的。家长要在孩子通盘否

定这些投入之前，先肯定他的

这些努力，保留这些痕迹。

这时候，孩子可能会有些

惊讶“原来爸爸妈妈这么重视

我这个目标？”但此刻他还是

有些沮丧，想停下来。家长要

把握住机会，告诉孩子：“停下

来也没有关系，你想先做别的

事就先去做，等你有动力了，再

回来做就好，我很期待。”然后，

家长要真正接受孩子停下努

力，或暂时转向别的兴趣。

这跟前面讲的“三分钟热

度”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

同是这次在家长的支持下，孩

子的决定被尊重，而非是在家

长的不相信下自己转换目标。

因此，孩子不用在中断之前的

努力后，为了要特别去证明自

己的新目标才是对的，而刻意

丢下先前的一切，完全投入新

的领域。可能在隔了几天后，

他发现新的目标好像没有自己

想象的容易（因为所有目标的

实现都没那么容易，孩子可能

只是惯性地要争取新目标，就

会刻意降低对新目标难度的评

估），又会惦记起爸爸妈妈很期

待他实现原本的目标，就有可

能回到原本的目标再去努力。

家长要善于发现孩子在一

开始设定目标时充满动力的状

态，协助孩子去留意那样的状

态，引导他多重现那样的状态，

这样，孩子就越能减少挫败的

感觉，减少落入情绪反转点的

时间。

家长不要总是期待孩子一

定要达成什么目标，给孩子压

力，而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他

不用特地求什么表现，也会有

人一直支持他”的环境。因为

如果家长只是说“你不用得什

么第一名，我们都会爱你”这类

的话，孩子不会马上相信，得要

他亲身在环境里反复体会到那

份支持，他才会有所改变。等

孩子成功跳脱“三分钟热度”的

惯性循环之后，再教他“如何为

一个目标踏实努力、沉着计

划”，他才会真正记在心里并付

诸行动。

当然，这套原则仅适用于

渴望成功又频繁变换目标的孩

子。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容易放

弃，但又不知道孩子是否属于

这类情况，可以先试着鼓励

他。

这份鼓励也像是一种测

试。如果孩子接受了你的鼓

励，有了继续努力的动力，代表

他对原本的目标是存有一定的

热情，且他还没有落入“三分钟

热度”循环的惯性

里，这种情况

下，家长只要

用一般的鼓

励方式支持

孩子就

好。

好的亲子关系胜过好的教育
■ 周礼

接受孩子的接受孩子的
平凡平凡

■ 刘希

生活中总有一些孩子说着自己要在某个领域做出成

绩，可隔没几个星期目标又变了，而一直换目标的结果就

是一事无成，各方面偏落后，渐渐地也变成别人眼中“只会

说大话”的人。而这样的情形越久，家长担心孩子没有定

性，孩子自己也会着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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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做事总是“三分钟

热度”，没办法坚持，家长常常认

为可能是孩子定性不够，但其实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因素

也会造成“三分钟热度”的现象，

那就是过于渴望成功。有些孩

子太过执著于“成功”，总想要证

明给别人看，这个别人可能是父

母、老师、同学。他们以为，自己

成功了，就可以令所有人刮目相

看。但内心最期待的，其实是过

往忽略他的人能喜爱他、亲近

他、认同他。他们确信，要得到

别人的尊敬和喜爱，只能通过成

功。因此，这些孩子常常把目标

定得过高。

那么，如何才能在实现这些

目标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不会

失败的状态呢？那就是意识到

快要失败时，就赶快说：“我对这

个没兴趣了”，然后赶紧转移目

标。频繁变换目标，始于孩子非

常想一举扭转他人的印象，所以

他对自己的目标都设定得超乎

寻常的高。因为目标设得太高，

容易在刚开始投入努力时，就发

现自己的现状与目标落差太大，

很快也很容易感到挫败、沮丧，

接着就是找理由、换目标，再次

重复循环。

这样的孩子还总是喜欢把

失败的原因归结到别人身上。

比如，在孩子定下过高的目标

时，家长规劝他：“不要那么好高

鹜远，先定一个自己做得到的目

标。”孩子就会认为，“你就是不

相信我、不支持我！”其实这里，

家长的规劝已经让孩子提早进

入了“怪别人、找理由”的阶段。

如果家长强迫他接受你为他规

划的小目标，他就会认为你不相

信他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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