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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家教

德国文学家歌德曾说：“谁若游戏人
生，他将一事无成；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
是个奴隶。 ”在德国，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
社会， 都把主宰自己的情绪看作孩子走向
成功的关键因素，而且，从娃娃时期就着力
培养。

本哈德·比布博士是德国知名的青少
年教育学家。 这位曾培养了英国亲王、西班
牙王后、 德意志银行总裁等显赫政经名流
的原德国最著名私立学校校长， 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现在的孩子享有太多爱，自控
能力却太少。 他认为，社会越开放，面临的
诱惑也越多，孩子的自控能力越来越重要。
人才的竞争首先是自控能力的竞争。 德国
最年轻的音乐教授、 小提琴家菲舍尔女士
也对记者说：“自控能力非常关键， 不能让
孩子随心所欲。 ”

科学家的研究表明： 小时候自控力强

的孩子，到初高中阶段，学习成绩比同等智
商的孩子要高 20%左右。 也就是说，青少年
的情感意志直接影响智力发展。 教育学家
认为，自控力的培养可以从学龄前开始。心
理学教授戴蒙德说， 如果儿童经常抢夺别
人的玩具，就属于自控力缺乏。这种情况在
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后即可避免。

专家还建议， 让孩子学会用抽象思维
进行记忆，有助于儿童自控力的发展。家长
给孩子讲故事时，不要给他展示图画。 这能
让孩子学会用抽象思维记忆， 而不是看图
画跟随故事的进展。

在培养自控能力上， 家庭一直被认为
是“最重要的一站”。 在德国，家长要给孩子
一个记事本。 孩子把近期和长期的大小计
划都记在上面，周密地安排时间。 当然，在
培养自控能力方面， 德国家长也得起到表
率作用。

在德国中小学采访，记者深刻感受到
纪律与秩序的重要性。 孩子在学校要穿
制服，违反校规惩罚接踵而至。 有些学校
还故意把伙食弄得比较差， 在缺少取暖
设备的情况下， 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必须
在恶劣天气里穿短裤去操场、教室，并坚
持洗冷水浴，不准盖过厚的被子，冬天要
开窗就寝。 比布博士认为，这样做是为了
去除孩子的娇气， 培养自控能力和坚强
的意志。

德国学校还通过演讲、辩论、饰演反面
人物等活动，解开学生心中的疑惑，进行自
控能力的教育。 在汉堡一所监狱里，老师带
孩子们听了几位犯人的故事。 听完后，孩子
们回到教室分析自己的行为是否也会走向
犯罪。 老师告诉记者，通过这样的课程，孩
子们体验了失去自控力的后果， 有助于他
们控制情绪。

不
当
﹃
跟
梢
妈
﹄

□

马
媛
媛

传家风·承家训

一天， 一个亲戚到地委机关找杨善洲：
“大哥，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把我爱人、小
孩从乡下调进城里吧！ 只求你这么一次。 ”杨
善洲笑了：“唉， 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
好当，办私事的都把我包围了……”他对这个
亲戚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
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 ”多年来，杨善
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 他从没批过一张违背
原则的条子，没打过一个“走后门”的电话。杨
善洲锁紧了权力的“阀门”，关闭了欲望的“禁
区”，赢得了百姓的敬仰，被誉为“活着的孔繁
森”。

杨善洲同志在任期间， 组织上曾多次提
出把他在农村的妻子和孩子转为城镇户口，
但都被他谢绝了。 他的老伴和大女儿一家在
农村老家种田，都是普通的农民。 当年，他家
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无法居住， 妻子跑去找

他只拿到了仅有的 30元钱，盖好的房子因无
钱还债又卖了。当年他家缺粮，一名乡民政干
部路过得知后， 送来了 30 斤大米和 30 斤粮
票，他得知后，不仅责怪了妻子，还要求将大
米和粮票积攒下来还给公家。过了大半年，妻

子硬是东拼西凑，还清了这笔粮款。更苛刻的
是，他的 3个女儿从未沾他的光吃过一顿“公
家饭”、坐过一次公车。

作为地委书记的杨善洲， 他放弃了给符
合条件的老母、妻儿办“农转非”的机会，一家
十多口人多数在家务农。他说：“大家都去吃居
民粮了，谁来种庄稼？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
个好头。 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
家都乐意和农民兄弟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

有人问过杨善洲， 为什么能一辈子保持
共产党员本色不变？ 他说：“为了报恩。 ”为了
报共产党让他佃农翻身做主人的恩。

“现在，只要我想起爸爸，浮现在眼前的，
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他
没有弯下腰， 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
里， 而是张开双臂， 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一辈
子。 ”女儿杨惠兰说。

杨善洲：锁紧“阀门”关闭“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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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自我控制是孩子必修课
□ 国伟根

一所幼儿园举行秋游活动，
老师带着孩子们乘车出行。 游玩
中，总会见到几个女人一路跟梢。
开始，老师还以为遇到了坏人，后
来才知道， 她们是出行孩子的妈
妈。 因为不放心，一路跟随，又怕
园方看到，因此，走走停停，躲躲
藏藏，弄得像“特务”似的。 这些女
人也被称为“跟梢妈”。

有网友感叹， 不就是一次出
行，这些“跟梢妈”至于这样吗？ 这

些孩子妈，之所以不放心，就是担心孩子小，自
理能力差，怕孩子多，老师照顾不过来自己的
孩子。 同时，也对安全问题产生担忧。 其实，这
种担心有些过度了。 出行有老师带队掌控，车
子也安全有保障，一路上有老师照顾，做家长
的尽管放心就是了。

园方对于出行，也明确告知家长，不准家
长陪同。 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不想让家长掺和
进来，变成了“亲子游”，让游玩变味。

孩子们在一起游玩， 自然有一定的意义。
大家就是一个小集体，相互帮助，共同克服困
难，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在游玩中，既开阔了
眼界，学到了书本以外的知识，更培养了孩子
们的集体、担当、互助、分享意识。 若家长陪同，
家长会情不自禁去“越位”，去代劳，也就失去
了游玩的意义。

孩子有了家长在身边陪伴， 就有了依赖，
有家长的随行监管，在家长的视线下，孩子们
反而放不开。 孩子们在一起，有属于孩子们的
世界。 孩子们会找到朋友，会用眼睛看世界，用
心记录所见所闻。 这样的游玩就是一次体验生
活的磨炼。

事实上，对孩子不放心的家长很多。 有些
家长虽然不像“跟梢妈”们那样夸张，但也是一
万个不放心。见孩子上车后，仍叮嘱个不停。见
车子离开了，见不到孩子了，会忍不住掉眼泪。
即使回到家也像丢了魂似的，更会忍不住跟老
师互动，想方设法了解孩子的一举一动。 家长
们，其实，真没必要，我们做好后勤工作就可以
了，帮助孩子一起准备游玩用品，按时接送孩
子。 孩子回来时，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他
他很棒！

跟梢下的孩子长不大，也不快乐。给孩子一
片广阔自由的天地，这样，孩子才能健康、阳光
地成长，也会给你带来惊喜。 因此做家长的，只
需把信任交给孩子与老师，把快乐传递给孩子。

在孩子的床头放一本书，天长日久，
对孩子的成长一定会大有好处。

十几年了， 儿子总会一眼就看到床
头上有一本伸手可及的书。 他会不经意
地拿起来，随意地翻动，像玩一个玩具，
然后突然被里面的一句话或某个画面吸
引住，认真地看下去。 有时候，他会被一
本有趣的书吸引得非要一口气看完，想
知道里面的全部事情， 直到我一遍遍地
催他睡觉，他才肯放下。

有一些孩子不能坐下来认真读书，
学习成绩也就上不去。

很多家长在孩子五六岁的时候，总
是让他们看电视。 电视是一种一闪而过
的视觉形式，轻松但是被动。看多了电视
的孩子，很难再喜欢主动地、一行行地去

阅读文字。 他们还没有进入阅
读的世界， 没有感受到阅读带
来的丰富和喜悦， 这个世界就
永远地在他们面前关闭了。

阅读能够让孩子沉静下
来， 是随着文字的深入进行感
受和思考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他们开始是跟随文字， 慢慢地
就能够在文字的引导下有自己

的见解， 甚至发展到超越文字去进行更
深透的思考。一个读了很多书的孩子，视
野会宽广起来，领会能力也会增强，能够
沉静下来， 总是能够发现一些特别的东
西。 在上小学以前没有养成阅读习惯的
孩子，如果上小学以后也没有爱上阅读，
上中学以后课业紧张、沉重，又没有多少
闲暇时间，就很难再进行深入阅读了。

阅读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方式。 通
过阅读，我们能到达陌生的地域，认识令
人感动的事物，学到我们不了解的知识，
观察复杂的人性， 体验发现的激动和喜
悦，不断地获得很多东西。 有时候，一个
人，一个情节，一句话，就能激励我们一
生。

在孩子的床头放一本书
□ 李蔚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大部分家

长直呼“头疼”，如何科学合理地与
孩子沟通、交流？

家长首先要了解青春期孩子
发育的特点，青春期是人体生长发
育的第二次高峰， 生长发育迅猛，
体格生长加速， 性发育和性成熟，
身心发生急剧变化，产生相应的心
理、行为变化。

由于情绪情感的急剧发展，孩
子既带有童年期的幼稚，又开始出
现成人期的成熟，致使产生鲜明的
矛盾性，一方面是正义感、责任感
爆棚，使家长欣喜若狂，另一方面
是理智的不足、盲目的自信和极强
的自尊心， 又让家长整天提心吊
胆、惴惴不安。

这时应该怎么办呢？
亲子沟通技巧一： 接纳
对孩子的过激言论和行为首

先是要接纳。 在孩子发表过激言论
和肤浅的认识，甚至指责父母时，要学会忍耐和
倾听，不应气愤地责骂、盲目地批评。 在孩子情
绪平稳时进行善意的引导， 比如现在有家长和
孩子经常会为孩子过多地玩手机而发生矛盾，
如果家长能冷静对待， 与孩子共同设立手机使
用的时间和内容，就会避免激化矛盾。

亲子沟通技巧二：讨论
在孩子最艰难的时刻，不要追问“你是怎么

搞的？ ”切记一定不能用“别人家的孩子”作为评
判标准。 不能给孩子贴“失败者”的标签，全家人
心平气和地说话， 为孩子提供能直抒胸臆的氛
围，从孩子感兴趣的话题作为切入点。 如世界杯
期间谈足球，引出进取心、荣誉感、胜不骄败不
馁，缓解来自个人和社会的心理压力，找原因，
找方法，改错误，树立自信心。 同时引导孩子表
达，并展开讨论，帮助孩子尽快恢复状态，让孩
子自己制定学习计划，独立完成学习任务，家长
做好问题的解答和方向的把握。

亲子沟通技巧三：尊重
当孩子出现经常照镜子、 爱打扮、 出风头

时，要及时和老师沟通，尊重孩子的隐私，不明
察暗访，不去戳破，不强制中断，不下“早恋”的
定论。 采取尊重的方式，用正常的态度对待孩子
和异性的交往， 潜移默化地让他们明白学生时
代与异性的交往应该是正常的友谊。

当然，无论怎么做，都不要让爱成为一种负
担。父母不要把对孩子的爱整天挂在嘴上，对孩
子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大包大揽。 爱是一种行动，
用接纳、讨论、尊重，静静地陪伴孩子度过青春
期。

□ 蔡祥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