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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理智地跟随
□ 从 容

两年前，儿子上一年级，调皮捣蛋，缺规
少矩，看电视能坐几个小时，但一碰到书本
就打瞌睡。上课不是玩橡皮，就是咬铅笔，要
么东张西望，活脱脱一个“小豆豆”形象。 老
师们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收效不大。最后，班
主任向我摊牌：“校长，您的儿子，我什么办
法都试过了，但上课就是提不起精神，真不
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听这话，我气不打一
处来，真想把那小子好好揍一顿。
苦思冥想之后，一则故事引起了我的注
意：安徒生的爸爸是个鞋匠，妈妈是个洗衣
妇。 安徒生出生没过多久，爸爸就给他读文
学作品， 还在工作台上钉了一个放书的架
子，一边修鞋，一边给小安徒生读书。在父亲
的影响下， 安徒生从小就阅读了大量的书
籍，长大后成了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我思量着：儿
子从小喜欢听故事， 能否借鉴一下安徒生爸爸的做法，
激发儿子对书本的兴趣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带儿
子去书店挑选了几本书。
当天吃过晚饭，儿子早早上了床，他选了一本《夏洛
的网》要我给他读，我便坐到床头，声情并茂地大声读起
来。 20 分钟过去了，儿子在我的讲述中安然入睡。 第二
天、第三天，小猪威尔伯和小蜘蛛夏洛的形象，渐渐在儿
子的头脑中丰满起来。 第四天，儿子开始催着妈妈快点
帮他洗脚上床，晚上，我读了 30 多页，儿子还不肯睡，缠
着我再讲一会儿。
我暗自高兴，儿子喜欢上读书了，那天我整整讲了 1
个小时。 一个星期以后，书读完了，儿子却意犹未尽，自
己翻开书，一页一页地看插图。 此后，我又陆续给他读了
不少作品，儿子听我读书的兴趣慢慢浓了起来，双休日
也不肯放过。 随着识字量的增加，儿子读书欲望越来越
强烈。
三年级一天放学，儿子居然津津有味地读起了《扬
子晚报》，让我有点吃惊。 老师也惊喜地告诉我：“您儿子
上课肯动脑筋了，常常有出人意料的观点，理解很深刻，
懂的东西还真不少。 ”听了这些话，我不禁有些暗喜。 两
年多的读书之旅，儿子确实改变了不少，与我交流的话
题多了起来。 不久前，儿子还成了《中国少年报》的小记
者，稚嫩的习作变成了铅字，成绩也进入了全校前十名。
每天晚上，打开台灯，在充满亲情的温馨氛围中，全
家人沐浴着书的清香，一起感动，一起开怀大笑，一起沉
醉于书的世界，成了儿子的期盼和我的生活习惯。 两年
多的时间里，我与儿子前前后后读了足有 30 本书。
读书， 让我真切地走进孩子的心灵去审视教育，学
校的读书活动也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每天下午三节课
后 40 分钟的读书课， 是孩子们最轻松的时
刻，也是一天中纪律最好的时候，师生一起捧 亲子
起自己心爱的书籍， 尽情地吮吸着知识的乳 博客
汁，享受着阅读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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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态度有所转变，我趁热打铁，告诉他，
在与同龄人相处时， 别人的有些行为是好的，
是值得学习和跟随的，比如勇敢、坚强、专心、
礼貌等；但有些行为是不好的，会损害自己的
身体健康或被别人唾弃，比如玩手机，在电脑
上看故事以及一些不文明、 不礼貌的行为，是
应该坚决摒弃的。 动动一直默默地听着。
第二天，我在电脑上查完资料后忘记了关
电脑，动动看见后，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想找
故事看。 我提醒他，在电脑上看故事是会伤害
嘟嘟哥哥的坏习惯是喜
眼睛的，然后跟他说：“
欢在电脑上看故事， 他有一个好习惯是爱运
动，喜欢骑自行车，咱们学习他的好习惯，也出
去骑自行车吧！ ”动动最终放弃了看故事，选择
了和我一起出去骑自行车。
接下来的日子，我用同样的方法，不断地
将“
跟随好的行为习惯、摒弃不良行为习惯”的
理念一点点渗透在动动的日常生活中。 坚持一
段时间后，我从动动身上看到了可喜的变化。
五六岁的孩子，正是喜欢模仿和跟随别人
的年龄，但由于分辨能力差，孩子对好与坏、对
与错还没有明确的意识，因而会出现好坏通学
的现象。 只要家长积极、耐心地引导，将好与不
好、 能与不能一点点渗透在孩子的日常行为
中，孩子自然会在一次次辨识中学会理智地摒
弃与跟随。

网上家委会 无线沟通也精彩
□ 臧秀娟
当了多年的班主任， 我越
家 委 会 来 了
来越意识到学生的教育离不开
家庭的支持。但是，当今社会快
节奏的生活， 学生家长为工作
打拼， 造成了家长和老师面对
面交流的机会少之又少， 这不
光影响到了家长对孩子的全面
了解， 也影响到了家长与老师
之间的和谐。 为了解决这个难
除了家委会成员主动策划每周讨论
题，我利用现代通讯工具，建起了网上家
委会。 如今，这个家委会已经三四年了， 的主题外， 我们也利用各家委会成员的
它把我和学生以及家长们紧紧地联系在 交际圈子， 把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收集起
来进行梳理，只要是有价值的，即使不到
一起。
家委会群里除了我和另一名老师 周六也马上组织讨论， 因为我始终认为
外，其余 10 余人都是学生家长。 我们商 孩子的事很重要，需要马上解决。
事实上， 网上家委会还是连接老师
定，每周六晚 ７ 点半通过该群进行家委
会例会。 而在此前，我一般会与会长进行 和家长的纽带。 身份不同、看问题的角度
不同， 家长和老师有时在教育孩子时会
沟通，确定当周例会的主题。
今年 ８ 月，我们通过例会策划了参 产生分歧。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各成员要
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活动。 对于 进行调查研究， 分别站在双方的角度分
如何利用家长资源促进孩子们能力的发 析利弊， 最终促进双方相互
展和良好习惯的养成， 我们又在群里展 体谅，形成教育合力。
父母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无
开激烈讨论， 最终根据讨论结果开设了
必读
线沟通同样高效、精彩。
各种社团。

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一些
如军校教官般直截了当、 雷厉
风行的父母， 他们对孩子动辄
大喊大叫，给孩子灌输“军令如
山”的思想，要求孩子必须无条
件地服从。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
一个“咆哮爸”的名词，源于一
篇中学生作文。 文中写道：“父
亲爱咆哮，母亲爱尖叫，他们总
是不断对我发动进攻， 目的只
晋
有一个：让我学习。 ”不少网友 东
跟帖表示： 这是时下十分流行
的“咆哮”式教育，甚至还有家
长组成“咆哮爸联盟”，因为他
们信奉教子原则：不骂不成才，
不打不成长， 咆哮是一种严格
的爱。
其实， 咆哮式教育并不可
取， 孩子面对咆哮式教育暂时
会畏惧听话， 但内心产生一种
反抗心理，不利于以后的成长。 家长的这种
表现，其实是“
教育强迫症”的一种症状，它
折射出的是人们对教育的焦虑。
在我们周围， 经常能看见咆哮的父母：
孩子不做作业，父母严令“还不赶快写作业
去”；孩子不愿意上补习班，家长便说“这事
由不得你做主”，等等。有的家长即使表面不
咆哮， 内心也是采用咆哮般的高压手段，对
孩子提出诸多强制性要求。
有人会认为，咆哮式的教育方式可以逼
出成功的孩子。 毕竟孩子天性爱玩，需要父
母的强制和逼迫给他们立规矩。 诚然，咆哮
的父母也许能催促一些孩子考上理想的学
府，但过于“较劲”的教育方式，也会让另一
些孩子崩溃。 对于天生外向自信的孩子来
说， 咆哮式的批评也许是一种挫折式锻炼，
但对于性格懦弱内向的孩子来说，咆哮会变
成无形的压力， 他们更需要的是安慰和鼓
励。
咆哮式的教育也许可以一时震住孩子，
但决不是教育的长久之计，因为它很少考虑
孩子的感受，父母的严格容易被孩子看成一
种挑剔甚至刁难。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完美
的孩子，也没有完美的父母。从小到大，孩子
始终在成长，为人父母需多宽心，没必要把
自己的教育塑造得无可挑剔，也无须将孩子
塑造得完美成功。 孩子不是父母的
家校
瓶瓶罐罐，可以塞满任何想要的东
互动
西，请给他们留下自己的空间。
□

“
吃饭了！ ”我刚把饭菜端上餐桌，就催正
在玩彩泥的儿子动动赶紧洗手吃饭。动动像没
听见一样，头也不抬地继续玩。我走过去，拿起
一盒彩泥，正要把盖子盖上，动动伸手要抢，嘴
里嚷道：“别动，我还没玩好呢！ ”我没有理他，
手上的动作也没有停下。可当我要把第二盒彩
泥收起来的时候，他突然“
噗”地一声朝我吐了
口唾沫。
他的做法让我十分反感，吃饭的时候我问
刚才为什么要冲我吐唾沫？ ”动动低着
动动：“
头不说话。显然，他知道吐唾沫是不好的行为。 打开电脑，要看电脑里的讲故事，动动也被吸
“
如果别人冲你吐唾沫，你喜欢吗？ ”动动 引了。
平时在家里，为了保护动动的视力，我只
摇了摇头。
既然不喜欢别人那样对你， 为什么还要 让他听过电脑里的故事，从没让他像这样在电
“
脑上看过故事。 如今，动动知道了电脑里的故
那样对别人呢？ ”我又问。
动动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低声说：“跟壮壮 事不仅可以听， 还可以打开来像看电视那样
看，自然兴奋得不得了。 和嘟嘟看了近 1 个小
学的！ ”
时，那些栩栩如生的画面，配合着吸引人的情
别人做得好的，值得学习的地方，你可以
“
学；明明知道别人做得不对，你也要跟着学吗？” 节， 让动动体验到了边听边看故事的巨大乐
我问。 大概是我的严厉态度让动动意识到事情 趣。回到家，动动也嚷着要开电脑看故事。被我
拒绝后，他大声哭闹。我告诉他，电脑毕竟不是
很严重，他当即向我道了歉：
“
对不起，妈妈。 ”
接下来的日子， 动动没再冲人吐过唾沫， 电视，屏幕小，对眼睛有伤害。可动动丝毫不听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同伴表现出来的不良行 劝。
“你是要学嘟嘟吗？ ”我有些生气，问道，
为就有了顽强的抵抗力，能做到坚决不跟随。
你知道嘟嘟为什么戴着眼镜吗？
”动动一听，
“
上月底，一家人聚在一起为动动的外婆庆
哭闹声立即降低了分贝。
贺生日。 吃完饭，动动的小表哥嘟嘟跑到书房

15
咆
哮
式
教
育
不
利
于
孩
子
成
长

德式教养规则：鼓励孩子与大人争辩
□ 吴 敏
许多家长都认为衡量一个孩子听话
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孩子是否会和家长
争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顶嘴”。 可是在
德国， 父母们却鼓励孩子与大人争辩，也
就是与父母顶嘴。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
这是不是自找麻烦？
一天，我女儿欣欣放学回家，听到邻
居蓓儿太太和她的女儿弗兰妮在争吵，并
且吵得很凶， 彼此的语言都非常尖刻，弗
兰妮甚至有占上风的苗头。
欣欣问我：“为什么弗兰妮姐姐敢和
她妈妈顶嘴呢？难道她不怕挨揍吗？”欣欣
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们：对啊，为什么弗兰
妮敢这样跟蓓儿太太说话呢？
晚饭快做好时，弗兰妮和蓓儿太太的
争吵结束了，按照我们的想法，彼此肯定
会转头进入各自的房间生闷气。 然而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 蓓儿太太最后对弗兰妮
说：你今天表现得很不错，让我发现了自
己的错误，谢谢你。 说完她就和弗兰妮一
起动手准备晚餐。
她们的表现太奇怪了，以至于我不得
不好奇询问：“蓓儿太太，你可以容忍弗兰
妮这样跟你顶嘴吗？ ”
“
嗯，为什么不可以呢？ ”蓓儿太太显得
很惊讶，
“
难道你不愿意欣欣和你顶嘴吗？ ”
“
是啊，在我们国家，顶嘴是不礼貌的
一种表现，特别是像你和弗兰妮刚才的争
吵，我们做父母的更是不能容忍。 ”
“在我们国家， 大家都认为孩子顶嘴
是一件好事，这表示她的独立思考能力正
在提高，也就是说她在长大。 ”蓓儿太太
说，“
顶嘴， 是孩子走向成人的重要一步，
所以，我们鼓励孩子与我争辩，发表自己

的意见和看法。 ”
难道孩子顶嘴，你不觉得烦吗？ 我
“
还是不太理解。 ”
“
不烦，我们和孩子之间都是平等的，
就像你和你丈夫辩解一样， 这有什么呢？
你们之所以认为孩子顶嘴是不礼貌的，原
因是在你们的潜意识里，仍然没有平等对
待孩子，没有尊重孩子。 是不是？ ”蓓儿太
太的问话非常尖锐。
德国人认为孩子和大人顶嘴，说明孩
子已经长大，开始具备独立思考能力。 允
许孩子与父母争辩， 表示父母尊重孩子、
平等对待他们， 从而让孩子更加喜欢父
母、更加尊重父母。透过争辩，
让孩子明白父母为什么要求
异国
他们这么做，孩子就会心悦诚
之鉴
服地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