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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说了多少遍， 为什么
你偏偏不听呢？ 这么简单的道
理， 为什么你就不明白呢？ 当
孩子 “屡教不改” 时， 父母忍
不住咆哮道。

为什么跟小孩儿讲道理他
不听呢？ 民间有一句歇后语： 秀
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意思是
说， 讲道理要分清对象， 否则你
讲得口干舌燥， 也不起丝毫的作
用。 教育孩子也是如此， 面对不
同年龄阶段的孩子， 你需要采取
不同的方法。

有一项调查显示， 孩子最
讨厌父母喋喋不休地讲道理。
其实， 对于幼儿来说， 由于他
们生活阅历有限， 掌握的知识
有限， 根本无法理解父母口中
的 “道理”。 通常情况下， 他们
只相信自己的感受， 也就是说，
他们对事物的感知， 远大于父
母空洞的说教。 跟不懂道理的
孩子讲道理， 这无异于对牛弹
琴， 难怪一些父母会枉费口舌。

当然， 不是鼓励家长对孩
子不管不问， 放任自流， 而是
希望大家针对孩子的年龄特点
和性格特点， 合理地向他们灌
输为人处事的道理， 即： 采取
孩子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方式。
比如， 我们告诉孩子做事要认
真， 不能凑合了事， 如果你直
接向孩子阐明这个道理， 我相
信大多数的孩子都无法理解，
但如果你将这个道理融入 《三

只小猪》 的故事中， 孩子就会
非常感兴趣， 也很容易理解和
消化。

其次， 可以让孩子在错误
的行为中明白道理， 知道哪些
事情可以做， 哪些事情不能做，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就要承担
责任。 美国总统里根小时候十
分顽皮， 有一次， 他在踢球时，
不小心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
当邻居找上门来时， 里根可怜
巴巴地望着父亲， 希望得到父
亲的帮助。 见此情景， 父亲没
有责备他， 而是拿出 12.5 美元
递给他说： “我可以为你赔偿
邻居的玻璃， 但是你得保证在
一年内把这笔钱还给我。” 里根
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为了弥补
自己犯下的过错， 他不得不牺
牲周末和节假日玩耍的时间，
去餐馆打工挣钱。 半年后， 他
终于还清了那 12.5 美元， 也深
刻地明白了 “后果很严重”。 因
此， 在不影响孩子人身安全的
情况下， 父母完全可以放手，

让孩子体验 “疼痛” 的滋味 ，
所谓提醒千回， 不如让孩子跌
倒一次， 疼痛往往更能让人反
省和铭记。

此外， 成长是需要付出代
价的。 父母把自己的生活经验
强加在孩子身上， 目的是为了
让孩子少走弯路， 而事实上，
有些弯路是绕不过去的， 必须
经历之后才会明白。 就像我们
小时候， 父母告诉我们， 要好
好学习， 不要贪玩好耍， 不要
涉足早恋， 不要跟不三不四的
人来往……那时 ， 我们高呼 ，
我的青春我做主， 父母的话哪
能听进去。 可当有一天， 我们
长大成人， 也做了父母， 我们
想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告诉孩子，
让他们少走弯路， 可是他们和
我们当年一样， 只会将父母的
话当作耳边风。 与其没完没了
地给孩子讲道理， 不如顺其自
然， 让孩子在摸爬滚打中自己
总结经验和教训。

周礼 （四川）

那年， 她和他相识于一家工厂， 他对她一
见钟情， 时间久了， 情愫渐生， 她觉得他对她
是真心的， 便接受了他的爱。 她带他回家， 她
的父母不看好他， 但她坚持嫁给了他。

他对她是宠爱的， 他不让她做任何家务
活； 她是知足的， 嫁给一个疼自己的人， 还有
什么不满足的呢？ 但她也发现了他的坏脾气，
他要她对他绝对服从。 他 35 岁那年， 当上了
车间主任， 躇踌满志， 想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可这条路并不好走， 在与别人的较量中他总是
处于下风， 最后， 他被人家排挤出领导岗位，
沦落到车间当普通工人。 他一夜生出了白发，
脾气也越发坏了起来。 一不顺心， 他便将气撒
在她身上。 她明白， 他在外面受了太多的委
屈， 她看到他头顶的白发， 便心生心疼。 他发
过火之后， 总是感到愧疚。

他们添了一个女儿， 他亦是疼爱有加。 他
忙里忙外， 不能说他不是一个好父亲好老公，
但他又是一个有致命缺点的男人， 他的火爆脾
气常令家里鸡飞狗跳， 不得安宁， 他嗜酒， 每
次喝醉， 都会骂她， 甚至骂孩子， 但她亦忍了
下来， 替他擦拭身子， 收拾残局。

几十年一晃而过， 他们不知打过多少架吵
过多少嘴， 几度她想和他分手， 但心总是软了
下来。

女儿成家了， 嫁到了外地， 女儿对她说：
“离开爸一段时间吧， 不要受他的气了， 让他
知道你的重要性， 他才会收敛一些。” 她点点
头， 只身来到了女儿家。 但没隔两天， 她就忍
不住想他了， 她给他打电话， 嘱咐他不要累
着， 早睡觉， 吃有营养的东西， 像嘱咐孩子一
样。 她在女儿家里呆了不到十天， 便匆匆地回
到了他的身边。

什么叫爱？ 爱就是纵然心里有怨有恨，
也无法舍弃的牵挂和思念。 什么是亲？ 亲就是
无论走得多远， 都时刻在心里装着那个人。

聂林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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