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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家教
大师的 家

风

瑞典的低年级是没有作业的，考试也极
少，鼓励孩子思考与创新。课本都放在教室，
不用每天都背回家。 孩子在校时间是 8：
30—14：00，当然还可以参加学校的课外班，
是由课外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玩各种游戏。

孩子每天背的书包里只要带些水果
（有专门的吃水果时间）就行了。 除课堂教
学外， 老师还经常带着孩子们去野餐或参
观博物馆等户外活动。 学校里还有针线活
与木工课程，目的是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瑞典的男士也懂得做针线
活， 许多瑞典人都喜欢亲自设计和建造房
子的根源，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宜家的家私
都是顾客买回去看图纸自己组装。

儿子开学两个月后， 学校邀请家长参
加了一次类似国内的公开课， 公开课包括
亲子活动和数学课两个部分。

老师提前在学校周围的活动场所边、树
林里，捉迷藏似地“埋伏”了 20道题目，家长
们带着孩子穿梭在这些场所间欢呼雀跃地
一一把题目找了出来，然后一起讨论题目上
的问题，选出心目中的正确答案，填在老师
事先给的答题纸上。

亲子活动结束后，大家回到教室参加数
学公开课。 这堂数学课是讲解重量单位，重
点解说“千克”。老师先问大家是否知道一些
重量单位？ 许多学生都举手主动回答，有说

“吨”的，有说“克”的，有说“公里”的。 之后，
老师教大家如何使用天平看物体的重量，然
后又拿出一个千克的秤砣让大家一一上前
去掂量，大家可以在教室里、活动室、餐厅里
寻找自己感觉重量是 1千克的东西，等学生
们四处寻找“宝物”归来，老师已在教室里划
分好了放置宝物的 3 个区域，一个是小于 1

千克的区域， 一个是正好等于 1 千克的区
域，还有一个是大于 1千克的区域。 学生们
有秩序地将自己心目中认为正好是 1 千克
的物品放到天平上去称重，有拿书的，有拿
玩具的，有拿盒装牛奶的，有拿运动器材的，
很是可爱。

这个有趣的数学游戏结束后，老师让大
家到教室后面的书柜里拿出自己放在学校
的练习本，然后到老师的书桌上取笔、橡皮、
蜡笔（瑞典学校的文具也是免费）等开始做
10 道关于千克重量的数学题， 题目也是列
出了一些物品，让大家估计是大于、小于还
是等于 1千克，最后再把练习本上列出的物
品涂上色彩。

就这样一堂师生之间互动十
足的数学课，生动、有趣，在孩子们
意犹未尽的时候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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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

郑板桥教儿“明好人之理”
□ 刘晓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52岁时才有了
一个儿子，虽晚年得子，但家教甚严，从不溺
爱。 他在山东潍县当县官时，儿子郑小宝留在
兴化乡下的弟弟郑墨家。

小宝 6 岁时上学了。 为了教育儿子，郑板
桥专门给郑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余五十
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 然爱之必以其
道，以其道是真爱，不以其道是溺爱。

他的“道”是什么呢？ 他说：“读书中举，中
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

郑板桥自己是读书人，他并不是看不起读
书人，他看不起的是，为了做官读书。

郑板桥最重视的还是儿子的品德，他对弟
弟说，“我不在家，儿便是由你管束，要须长其
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
纵惜也。 ”

他主张，自己的儿子和仆人的儿女应平等
对待。 他说，“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
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 凡鱼餐果饼，
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 若吾儿坐食好物，

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
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头肉乎！ ”

为了教育儿子“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
夫”，郑板桥还抄录了给小宝且念且唱、顺口好
读的四首五言绝句：

二月卖新丝，五月巢新谷；医得眼前疮，剜

却心头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
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
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跳蚤出。

后来，郑板桥不放心小宝的成长，就把他
接到身边， 经常教育小宝要懂得吃饭穿衣的
艰难，要同情穷苦的人。 当时潍县正值灾荒，
郑板桥一向清贫，家里也未多存一粒粮食。 一
天，小宝哭着说：“娘，我肚子饿。 ”母亲拿出一
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塞给他， 小宝欢快地跑
到门外吃窝头。 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站
在旁边用饥饿的眼神看着他， 他立刻把窝头
分给小女孩一半。 郑板桥后来知道这件事还
表扬了小宝。

郑板桥 73 岁时病危，他把儿子叫到床前，
说想吃儿子亲手做的馒头。 儿子将馒头做好送
到父亲床前，父亲早已断气。 案头上有张信笺，
上面写着父亲的遗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
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靠天，靠地，靠祖宗，不
算是好汉。 ”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 但有一些
常见的中国式礼貌， 对孩子的成长
却是有害的， 家长应该警惕“礼貌
性”错误给孩子带去的伤害。

1、 叫大的让小的。“大的让小
的”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但要 6 岁前
的小孩子就严格遵守这个传统，去
背负这么沉重的道德包袱， 就太苛
刻了。

谦让的传统本身无可厚非，如
果在孩子争吵时，不分青红皂白，一
味地借用这种传统礼貌规则来“批
评大的，保护小的”，结果往往是大
孩子认为父母偏心或者嫌弃他，渐
渐变得叛逆或者不自信， 而小孩子
却恃宠而娇，变得越来越任性。

在孩子发生争吵时， 家长最好
做个中立的仲裁者， 了解清楚事情
的始末，再选择处理办法，做到不偏
袒、不护小。

2、逼孩子打招呼。 见面问好，
尤其是见了长辈要问好，这是世界
性的礼貌， 也是基础的社交礼仪，
是孩子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但若
为了培养孩子的基础礼仪，而采取
逼孩子打招呼的方式， 往往会事

与愿违，尤其是对于叛逆期的孩子，越逼迫越
叛逆。

有的爸妈见孩子不肯打招呼之后，为了给孩
子一个理由，也给对方一个合理的台阶，就说孩
子有点内向。 家长这样直接给孩子贴上了“内向”
的标签，可能摧毁了孩子的安全感、归属感和价
值感，让孩子缺乏力量去自我成长、自我构建。

实际上，要培养孩子“见面问好”的礼貌习
惯，大人做好榜样就好。 如果父母总能热情地与
别人打招呼，那么孩子耳濡目染，自然会养成“见
面问好”的好习惯。

3、面对夸奖过分自谦。 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
孩子时，很多父母出于谦虚，又担心表扬孩子会
骄傲，习惯性地回复“还可以”“一般”“哪里哪里”
等谦词。 然而，对孩子而言，很多时候却是一味毒
药，甚至会瞬间杀死孩子的自信心。 如果经常这
样“拒绝”别人对孩子的夸奖，孩子很可能会认为
真的是自己能力不行， 自己努力了还是做不好。
这样一来，孩子很可能会出现自卑情绪，并且懒
于付出努力。

其实， 面对他人对孩子的夸奖时可以这么
说，“嗯，他最近经常练习，进步很大。 ”那么孩子
就能听出来：父母认同了他人的夸奖，
并且知道自己是因为练习得多， 所以
某一方面进步大。 父母对孩子客观的
肯定和鼓励，会让他更好地认识自我，
建立自信。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
觉女儿变了， 变得敏感易怒，
不再愿意将心事与我分享。 有
时我问她一些学校里的事情，
她都缄口不语。 我很难受，那
个曾经事事都要说给我听的
小姑娘哪去了？

再后来，我发觉她很不愿
意我动她的东西，哪怕是放在
桌子上的书和本子，只要是动
了，她都会很不高兴，要我尊
重她的隐私。 一个 12 岁的孩
子，居然有了隐私？

好友对我说，这个年龄段
的孩子已经到了青春期，有这
样的举动很正常，关键是父母
该如何去面对。 在对孩子的教
育上，不能轻，也不能重，一定
要掌握好力度。

话虽如此，可是真正做起
来却是有一定的难度。 我该怎样走进女
儿的内心？ 怎样才能让她将内心的话告
诉我？ 直到有天，我无意间看到一本书，
书里说的就是一个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
事情。

书中说到那个青春期的孩子在叛逆
期时，基本上很少与父母交流。 她的母亲
便每天与她在纸上进行交流， 起初也没
有多大的作用， 渐渐地女儿从母亲的信
中，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开始与母亲进
行简单的交流。

几年后孩子长大了，她对母亲说，如
果那个时候母亲强迫她去交流一些事
情，或者是采用过激的做法，说不定，她
将会走向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正是
因为这位聪明的母亲懂得进与退， 从而
让女儿顺利地度过了青春期。

这个小故事让我受益匪浅。 我想，此
时的我如若强行去破解女儿的“密码”，
采用过激的方法去干涉她的生活， 说不
定，她会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回应我。

我也像书中的那个母亲一样， 试着
和女儿做笔友， 试着通过书写的方式走
进她的内心。 有时候女儿晚上自习课回
来，我放一封信在她的床边，有时候是早
餐时间将信放在桌上，虽然她没有回信，
但能够看得出第二天对我态度要好一
些。

如今， 跟女儿的书信往来已有两个
月时间， 我坚持每一至两周给她写一封
简短的信， 女儿不像之前那样对我“敌
意”， 开始主动和我说一些学校里的事
情。

我相信就这样不急不躁地与女儿交
朋友，充分地尊重信任她，站在
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女儿一定
会平稳地度过属于她的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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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瑞典公开课
□ 紫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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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现早恋怎么办？
龙山县王女士问：我

女儿今年 15 岁，在班上成
绩还不错， 可最近我发现
她变得特别爱打扮， 还经
常躲在房间里偷偷打电话
聊天， 我判断孩子应该有
了早恋现象。 为了孩子的
学业， 我该怎样帮助她走
出“早恋”的困境呢？

龙山县召市初级中学
心理教师康碧琼、 刘世双
答：从心理学的角度讲，青春期的少男少女
由于性生理的发育和性心理的觉醒，这是一
种正常现象，家长不必大惊小怪。 但一旦出
现早恋，这对正处于学业阶段的孩子来说无
疑是有害无益的，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办
法是分析原因，找出症结，适“疏”不宜“堵”。

发现孩子早恋，家长可采取单独谈心的
方式，从孩子感兴趣的话题入手，告诉她喜
欢异性是正常的，但这种喜欢只能保持在友
谊的层面，不能“越界”，教育孩子把精力转
移到学习上去。譬如校内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校外的旅游、交友、公益劳动等，用来转

移孩子的注意力。 同时，
鼓励孩子发展个人爱好，
如集邮、 读世界名著、练
习写作投稿、多读一些伟
人的传记，树立远大的奋
斗目标，让孩子从早恋的
沼泽里“跳”出来。

在孩子们眼里，初恋
的对象都是十分完美的，
其原因在于对异性的特
殊感情蒙蔽了真实。 因

此，帮助孩子判断她（他）眼里理想的“偶像”
是什么样子的，找出“对象”身上的一些缺点
和不足， 给孩子炙热的大脑泼一盆冷水，有
助于孩子冷静下来并重新审视自己，从而远
离早恋。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早恋的学生并不愿
意向老师或家长敞开心扉，有的还对老师及
家人产生抵触或逆反心理，因此家长对早恋
子女的教育需要做长期的、 耐心细致的工
作，切勿不尊重孩子的人格尊严、
私拆信件、偷听电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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