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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孩子当“拐杖”
□ 苇 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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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长和
老师的共同教育， 良好的家校
交流能够及时发现并帮助孩子
改正生活学习上的问题。 所以，
学校和家长保持及时、 有效的
沟通很重要。
一天，我刚走进教室，数学
课代表就向我汇报：“李某某又
没有交作业。 ”李同学是低保家
庭的孩子，父亲身体残疾，全家 刘
妍
都靠母亲一人操劳。 较差的家
庭条件让她很自卑， 很少和同
学交流，怕同学看不起她。 她学
习也没有自信， 经常不完成作
业，考试成绩在及格边缘徘徊。
借这个机会， 我把李同学的母
亲请到了学校。
面对这个有些惶恐的母
亲， 我没有直接把李同学的情
况告诉她， 而是先表扬了李同学的一些进
步，再指出她基础不牢固、学习不自信等一
些学习上的不足之处，李同学在一旁显得很
意外，继而感激地看向我。 李同学的母亲对
我连连道谢，并说道：“我们家里穷，供孩子
上学很不容易， 平时也拿不出多少钱……”
听到李同学母亲的话，我意识到了孩子的自
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家长的影响， 就说道：
“只要好好学习， 就能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
人生，做家长的也要多鼓励、关心孩子。 ”我
也鼓励李同学多多和同学交朋友。 之后，我
又跟她的母亲说了些李同学的优点，让她坚
信老师没有放弃她。
谈话过后， 我发现李同学有了明显的
改变，作业完成得一天比一天好，并且还结
交了几个“小闺蜜”，我也毫不吝啬自己的
表扬， 不时地向她母亲反映她在学校的进
步。
家校沟通交流，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都
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客观地去看待和解决
孩子身上的问题，而不要带入个人的主观情
绪。 在谈论孩子的表现时，尽量先说孩子的
优秀方面，孩子的缺点也应说成不足或需要
改进的地方。 其次，家长和教师
都不应只做陈述者，而忽略了倾
家校
听，要学着换位思考，学会站在
互动
对方的角度看待孩子的问题。

两年前，儿子上学了。 初为新生，他很不 喊：“妈妈，我的作业本怎么找不到了？”“
妈妈，
适应，平时不是忘了带课本，就是忘了交作业， 今天的语文作业是什么？ ”“妈妈，我的红领巾
至于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儿子常常忘得一干 哪去了？”“妈妈……”面对儿子的一声声呼唤，
二净……没办法，我只好像个救火队员，紧紧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 什么都替儿子代劳，
地跟在儿子的身后：课本忘带了，我回去拿；练 他何时才能长大？
习册不见了，我到处找；铅笔不好用，我马上削
意识到这一点， 我郑重地对儿子说：“嘉
……为了及时了解他的家庭作业，我索性订了 嘉，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对自己负责任，
“
校信通”——
—每天下午放学时，老师会以短信 懂吗？ ”“不懂。 ”儿子老实地说。“
妈妈是说，所
的形式，将孩子的家庭作业发到我的手机里。
有跟学习有关的事情， 嘉嘉都得自己去做，而
为什么啊？”“你想想，是嘉嘉
这 样 磕 磕 绊 绊 不是依靠妈妈。”“
地过了两个月，儿子 去上学，而不是妈妈去上。学得好了，老师表扬
的情况有了很大 的是嘉嘉；学得不好，老师批评的也是嘉嘉。对
的好转， 每天早 不对？ ”
睡早起， 到家
尽管儿子明白了我讲的道理，但一遇到事
就做作业。 就 情，依然还会喊妈妈，而每一次回应他的，都是
在我为儿子 拒绝。
的变化暗自
“妈妈，我的语文书哪去了？ ”“自己找。 ”
妈妈， 我的作业本用完了。 ”“自己去买本新
高兴时，却 “
发现不知不 的。”“
妈妈，你看见我的数学试卷了吗？”“没看
觉中， 儿子 见！ ”……
已经把我当
在一次次的碰壁之后， 儿子终于明白，妈
作 了 “拐 妈真的不帮忙了，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打理
杖”，不论遇 一切。于是，他的麻烦随之而来：先是因为忘带
到 什 么 事 ， 语文课本被老师批评，接着因为忘交数学试卷
儿子本能地 而被老师留校。 最惨的一次，因为漏做了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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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
意无意中已经通过自己的行为传输我
们的人生价值，孩子对父母一定是有样
学样。 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斤斤计较的家
庭里面能够走出胸怀博大的孩子，我们
很难在一个庸俗的家庭里面发现一个
俞
孩子有着高雅和清纯。
敏
洪
我们总说为孩子花有质量的时间。
有质量的时间概念是什么？ 我们跟孩子
在一起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对他们进
行心情教育、性情教育，塑造他们健康
快乐的个性、积极向上的态度、宽阔的
胸怀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一直认为
这比知识教育要重要很多，如果把孩子
的人格、个性、态度、精神、习惯、心理、能力、处世、技能
培养好，即使在班里是最后一名，我也不认为这个孩子
会没出息。
在美国曾经有一个调查： 决定孩子成功的最重要
的因素是什么？ 不是我们给幼年的孩子灌输了多少知
识， 而是在于能否帮助孩子培养一系列的重要性格特
质，如毅力、自我控制、好奇心、责任心、勇气以及自信
心，这些将影响其一生。 拥有坚毅品格的孩子更容易取
得成功。
坚毅怎么培养？我想到挫折教育。对于挫折教育每
个人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定规矩很重要，规矩的严厉
性跟规矩的合理性是必须要考虑的。 我儿子 3 岁左右
的时候用餐巾纸擦完鼻子往地上扔， 我发现后让他捡
起来，他还故意再扔一张纸。 我也没打他，冬天给他棉
袄一披关到门外去， 孩子在门外害怕， 过了 5 分钟敲
门。 我说你干什么？ 回来捡纸。 从此以后不再往地上乱
扔任何东西，这种严厉养成了他的好习惯。
很多孩子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 也不愿意参加团
队合作，他怕在团队当中被人比下去。 家长需要告诉孩
子：你自己不要跟别人比，只要在这个活动中感到快乐
就可以了，孩子从小养成凡事都要比较的心态，比到最
后心里就会失衡。
我时常带儿子去爬山，1700 米、1800 米一天爬上
去，徒步 30 公里，走不动也得走，培养他的毅力，这跟
学习没关系。 我也培养他的创新能力，他对 3D 打印机
感兴趣我就给他买。
诚信、诚实、负责、友好、
善 良 …… 这 才 是
教育 孩 子 的 核 心
词，把握这些东西
以后，其它东西都
是生出
来 的 树 父母
必读
叶。

语文作业，
他被罚抄课
文 4 遍。中
午， 别的
同学兴高
采烈地在
操场玩着
游戏，他
在教室一
遍遍地抄写课文
……
这一番教训让儿子
记忆深刻。 从那以后，每
次做完作业后，他都会好
好检查一番，看看有没有
做错做漏的。 至于书本与
文具， 不再需要我提醒，
他也会好好收拾起来。 每天晚上临睡前，他还
会仔细地检查一遍……
如今，儿子已上二年级了，除了作业中遇
到难题需要我来讲解外，其余的一切，都已不
需要我来操心了。 而我相信，假以时日，连难题
他都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就这样，不给孩子当“拐杖”后，他自己走
得更好。

告诉孩子只要努力就好
□ 李良旭
儿子的班主任请我到学校，说想和我
谈谈孩子的学习情况。 班主任告诉我：“您
儿子看起来学习很用功，可学习成绩就是
上不去， 在班上一直是中等偏下的成绩，
希望您多抓下儿子的学习。 ”大概为了避
免场面尴尬，班主任话题一转，笑道：“不
过您儿子很守纪，每次迟到早退、上课调
皮捣蛋的人群中，都没有他。 这一点，就是
那些成绩非常好的人，也不如您儿子。 ”
儿子上四年级了， 是一个很安静、守
纪的孩子，学习也很认真、自觉，可每次考
试成绩也就六七十分，几乎就在这个区域
徘徊，很难有所突破。
回到家，儿子像犯了错误似的，小声
说道：“对不起，爸爸，让您难堪了！ ”
看着儿子惊慌的样子，我的心一下揪
紧了。 不应该是这样的呀，如果说仅仅是
因为学习成绩中等，孩子就有一种犯罪的
心理，这不是教育的初衷。 只要努力了，他
只是在中等这个区域范围，这也不是孩子
的错。
我笑道：“儿子，爸爸根本没什么难堪

的，相反，我得知你一直遵纪守法，这就很
让爸爸自豪了。 ”儿子听了，脸上露出了一
丝笑容。
我轻轻搂住儿子的肩膀， 深情地说
道：“孩子， 爸爸只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
我们的每个人就像绽放的花儿，有姹紫嫣
红的玫瑰，也有清素的小雏菊，但它们都
是努力地绽放， 把美丽的一面展现给人
们。 ”
我又说道：“孩子，对我们每一个人来
说，唯一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就是不论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努力，努力才是
最重要的。 ”
儿子听了，终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
觉。 他点点头：“爸爸，我一直在努力，我也
许永远只能开出黄豆大小的花，您不会失
望的吧。 ”
我激动地说道：“爸爸怎么会失望呢？
在遵纪守法的道德底线下， 这种努力，更
显宝贵，也更让爸爸自豪。 ”
教子
儿子用力点了点头， 眸子
有方
里闪烁着坚毅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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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的育儿观
□ 吴 铭
幼儿园里，金发碧眼的瑞士阿姨正领
着孩子们在草坪上玩耍，凯凯也想跟着大
孩子们一起玩，可是凯凯太小了，走一步
跌一步的。 每当凯凯跌倒，洋阿姨就微笑
着向凯凯招手， 示意凯凯自己爬起来，一
跌再跌的凯凯终于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可
是“狠心”的洋阿姨就是不抬贵手拉凯凯
一把，始终在一旁鼓励。 最后，凯凯含着泪
花，靠自己的力量挣扎起来。
到了午餐时间， 洋阿姨领着孩子们来
到幼儿园餐厅。只见一排排可爱的矮桌子、
小板凳整齐地排列着。 孩子们随意地坐下
后，洋阿姨开始分盘子，每个盘子里都有一
份食物， 稍大些的孩子已经学会了用勺子
就餐，小些的孩子就直接用手抓着吃。
这让平时由妈妈追着喂饭的凯凯有
些茫然，他一个人呆呆地站着，看看这儿，
又看看那儿。 于是洋阿姨抱他到凳子上，

用手比划着要他自己吃。 可是凯凯不会抓
着吃，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 洋阿姨不断
地比划着，启发孩子自己吃饭，始终不喂。
午餐时间结束，凯凯一口都没吃的食物被
全部收回去了。
当凯凯妈妈询问此事时，洋阿姨微笑
着回答道：“
瑞士人是不喂孩子吃饭的。 孩
子若是饥饿，就会自己吃饭。 对于孩子不
会做的事，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给予语言
上的鼓励， 或者在行动上给予暗示与支
持。 我不会强行逼他去做，更不会包揽，否
则的话会抑制孩子的‘自主行为’而导致
个性受压抑。 个性没有得到全面、健康发
展的人， 他就只会做那些别人做过的事，
而不会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没有个性，
就没有独特性，没有独特性又怎么会有另
辟蹊径的创造性呢？ ”
这就是瑞士人的育儿观，孩子的事情

一定是自己去完成。 同时，瑞士是世界上
第一个实行电子户籍卡的国家。 曾经有一
位南美黑客侵入到瑞士的户籍网络，顺利
地把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注册为瑞士人，并
填写有关表格，在财产这一栏，他随便敲
了一个数字：3.6 万瑞士法郎。 然而不到 3
天，瑞士当局就发现他们国家多了一位假
居民，迅速将其抹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查出这位假居民
的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 她在为自己的
女儿注册户口时，对前一位在财产栏中填
3.6 万瑞士法郎的人产生了怀疑。 因为所
有的瑞士人在为孩子填写所拥有的财产
时，写的都是“
时间”二字。 他们认为，对一
个人， 尤其是对一个刚出生的
孩子来讲，他(她)所拥有的财
异国
富，除了时间之外，再不会有其
之鉴
他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