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课堂

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让黑猩
猩照十天镜子后，在黑猩猩的额上点一
个红点，黑猩猩再照镜子时，就会用手
去摸额头，而且用力搓。 如果省略第一
步， 即使黑猩猩在镜子中看到了红点，
也不会用手去摸、搓。这说明：当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时，是不会在意
自己的变化的；一旦知道了自己原来的
样子，那么一有改变，就会发觉，就会试
图更正。 所以有没有自知是非常重要
的。 每天让学生自问的九个问题如下：

今天，充分利用时间了吗？ 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 要多向单位时间要效
率，踏踏实实地把握每一分钟。

今天，上课积极动脑了吗？ 课堂上
一半是“燃烧的火焰”，一半是“平静的
水面”。这种状况的存在，直接阻碍了学
生与文本的对话，与同学、老师的交流。
课堂是激发学生大脑的最具活力的阵
地，阵地上每一员的思维火花都应是熠

熠生辉的。
今天，作业独立完成了吗？ 作业是

用来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的，不
独立去探索、去触摸其“脊骨”，是不会
体会到知识本身的乐趣的，又怎能深刻
地感受到学知识的乐趣？

今天， 班级的任务认真完成了吗？
刚进班时，有许多学生竟然不会使用拖
把。要使热爱劳动在少年时期就成为一
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今天，主动帮助同学了吗？ 现在的
孩子是受宠的一代，一生下来身前身后
尽是爱； 同时他们又是孤独的一代，缺
少兄弟姐妹间的交流与沟通。老师要让
学生意识到，主动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快
乐、一种幸福。

今天，不懂的问题解决了吗？ 许多
学生有不懂的问题， 通常的对策是
“懒”。 日积月累，不懂的地方就成了个
大障碍，如果是学习上的，会抑制进一

步学习的信心；如果是生活上的，会影
响身心的健康发展。

今天，做了无效劳动了吗？迟到、旷
课、上课分神、说话、抄袭作业、打骂同
学、 顶撞老师……这些都是无效劳动。
学生是发展中的人、成长中的人，极易
有一些小问题，但也较易纠正。 学生如
果不时时提醒自己，就会“小问题铸成
大错误”。

今天，爸妈正在干什么？ 可叹天下
父母情。 学生们在校衣食无忧地学习，
父母们在家、 在社会勤勤恳恳地劳作。
要让学生们， 时刻记得父母的辛劳，形
成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

明天，我怎样去改变自己？ 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 改之，首先，必要有一个
良好的心态；再次，要寻求方法，或自己
摸索，或借鉴别人。

李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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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低自尊，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刚一坐下，阿雨就开始说起自己“水
深火热”的春节之行，总结就一个字———
“烦”。 学校刚放寒假时，阿雨本打算和同
学去参加社会实践， 但是想到毕业之后
要进入社会了，少了时间陪爸妈，便决定
春节前回老家，陪父母好好过个节，可是
好好的一个节日，却变成了攀比大赛，严
重打击了她的自尊心。

“阿春家的娃，大学刚毕业就进了世
界五百强！你家娃也快上班了吧？找到工
作没？ ”

“我家小子，虽然没上大学，但是已
经开了自己的公司了， 今年还换了一辆
宝马。 ”

对于这些闲谈， 阿雨大多是一笑了
之， 因为每年回家都是面临如此的局
面，亲戚间互相攀比并不是让她最难受
的，让她最受不了的是母亲的态度。 母
亲每次都会说：“我家娃可比不了你家
的；她从小脑子就不灵光，有个工作就
行了。 ”

每当母亲说出类似的话时， 都让阿
雨不胜其烦。 阿雨的内心是愤怒、无助、
自卑，甚至有对母亲的恨，恨她为什么总

在亲戚面前贬低自己， 恨她为什么总觉
得自己不行。 有时候甚至在学校面对竞
争时感觉都是因为受母亲的影响， 感觉
自己做什么都不行。

心理学有一个词汇叫 “低自尊”，低
自尊者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总觉得自
己很失败；认为自身的成功都是碰巧；在
机会来临时，不敢伸出手去接受；最重要
的是， 认为自己不值得拥有生命中美好
的事物。

生活中， 没有人能够获得所有人的
喜欢， 我们也不可能喜欢你所遇到的所
有的人。 低自尊的人会无限放大自己的
弱点，去看他人的优点，并用自己的弱点
和他人的优点去比较。

面对这样的状态，我们该如何调整？

可以这样做：每天写出自己的三个优点，
贴在醒目的地方，反复看；每天记录一条
自己感觉做得不错的小事件或吃了顿美
味或遇到的有趣的事情； 当在生活中感
觉到了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把它记下来，
多写写自己积极的感受和情绪。

所谓尺有所长， 寸有所短！ 在生活
中，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每个人
也都有自己的优势所在， 一味关注自己
的弱点，不如多关注自己的优点，将自己
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学会取长补短，你会
发现自己将越来越自信。 当你发现自己
越来越多的优点时， 才能越来越有能力
去完善自己不足的部分， 你的成长才会
越来越显著。

朱凌霞

拨正心弦

关于孩子的成长，有很多比
喻令我着迷。 其中一句是“二十
四番花信风”。 的确，梅花最先开
放，经过二十四候，楝花才开放，
但你能说楝花不该得到祝福吗？
不论哪一朵花儿，在属于自己的
季节中如期开放，都是成长中应
有的风景。 楝花谢尽，花信风止，
不就是绿肥红瘦的夏天吗？

当家长或教师总是有意识地
屏蔽孩子成长中的“不同花期”，
要求所有的花儿都在“同一个花
期”开放时，当成人对一些“晚些
时候开放的花儿”摁下“放弃键”
时，当学校总是以“广场舞”的形
式统一所有的教学活动而置个性
教育不顾时，悲剧便开始了：那些
“掉队”的孩子，那些被“集体”排
除在外的孩子，那些总是“慢几拍”的孩
子，在所谓的“边缘地带”一再沉沦，最
终自我放弃。

大自然中有“二十四番花信风”，每
一个人的成长、辗转、迂回和盛开，也都
没有规定时间。如何让孩子们在对的时
间内做对的事情，在对的时间内开出内
心的花朵，对此，学校、老师和家长需要
思考。

就学校层面而言，应该给予一种习
惯以养成的时机，给予一颗心以醒悟的
时机， 给予一种情感以浸润的时机；应
该给“集体大合唱”以平台，也应该给
“独唱”以舞台；应该允许快节奏、大容
量、流水线、批量生产和标准化产品，也
应该允许慢节奏、特色化、个性化和创
新产品。

就课堂教学而言， 应该允许慢回
答———学生可以慢一点、 幼稚一点，也
可以笨拙一点，教师应鼓励学生按自身
的节奏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武威

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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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知名心理学者曾奇峰老
师写给女儿的信，很有感触。 信的开头
内容大概如下：

亲爱的小人，首先，我想对你说抱
歉，因为我们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让
你来到了这个世界。 也许你觉得好笑，
你都没有出生， 怎么可能征求你的意
见？但爸爸这样说，是认真的。人生有很
多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 “出生”就是最
开始的那一件，“死亡”是最后的那一件。

这封信给我最大的感触是，看似简
单的理念， 实际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现实
生活中的凡夫俗子，不是没有感情的机
器人。

既然做到不容易， 那家长如何做，
才能控制住情绪，把对孩子的坏影响减
少到最小？

这几天，我正在纠结孩子最近的一
次考试，一贯成绩很好的儿子这次考试
却发挥失常。作为懂得一定教育理念的

家长，我经常告诫自己，成绩不是唯一
的。 但现实的骨感却让自己耐不住性
子，看到成绩不如意，自然而然就会训
诫孩子几句，进而收不住会越喊越大。

这是典型地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
孩子的表现，而实际上这种要求背后却
是家长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普通人、自己
从高到低转变的心理表现。午后的独处
时光， 我回想自己年少时的求学经历。
自己背负着舅舅都是大学生的光环，不
能接受任何一次考试的失利，甚至有几
次通过修改成绩来消除内心的恐惧和
焦虑。这种情绪和需求一直延续到成人
后的自己。

以上的自我剖析就是父母的一种
修行。这种修行让我看到了自己行为背
后的那个斗争对手， 看到了这个对手，
就要展开斗争。 如何才能战胜对手？ 其
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

可以通过退场，当自己即将控制不
住情绪时，就要强制自己退出，让家庭

其他成员出场。 可以通过自我否定，当
你说出这些不该说的话时，及时向孩子
澄清，向他表达你的歉意；让孩子阐述
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你耐心倾听。 可以
通过心理对话， 让那个声音往后退，告
诉自己：孩子的生活是孩子的，家长们
要看着他慢慢成长，而不是事必躬亲。

无论如何，做总比不做强，每个家
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成绩下滑都会产生
焦虑， 轻松幽默地对待成绩本身的同
时，要严肃认真地反思总结，用告诉孩
子具体措施来替代语言的攻击和情绪
的轰炸。实在不行，就暂时回避，把物理
空间拉得足够远， 让孩子自我沉浸，自
我成长。

李荣志

把控边界，让自己后退

心灵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