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吃饭，我总是给儿子盛好饭，
喊他先吃。而结果是，每顿饭他都是最
后一个吃完的。吃饭时，他总是各种磨
蹭和走神，有时候还边看书边吃饭。

我提醒他：“把书收起来。边看书边
吃，影响消化。 ”他把书反扣在桌子上，
扒几口饭却又去拿书看。我只好把书没
收了。 但是，这也无法收敛他那颗不专
心吃饭的心。 书被收走了，他又把玩起
桌子上的电视遥控器。我板起脸：“能不
能好好吃饭？ 你最后吃完你刷碗。 ”

就这样， 儿子因是最后一个吃完
饭的人，刷了几次碗。 由于很不情愿，
他每次刷碗都带着情绪。

不过几次之后，他学聪明了。每次
见我快吃完了， 他就赶紧吃光自己的

饭，然后把碗一放，得意地说：“我吃完
了。妈妈最后一个吃完，妈妈刷碗。”然
后，他就溜之大吉。

那日，儿子边看电视节目边吃饭。
结果，自然又成了最后一个吃完的。不
过那次，我因为感冒浑身没劲，吃完饭
就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休息， 并没有
去刷碗。

儿子看完了电视， 见我难受地靠
在那里，竟然主动收拾起碗筷，还说：

“妈妈，今天我负责刷所有碗。 您好好
休息吧。 ”我欣慰地说：“好儿子，知道
心疼妈妈了！”我看着他一趟趟收拾起
碗盘放到厨房里， 然后一个个刷了起
来，等刷好碗盘，又把它们分类放进碗
柜里，还把饭桌擦干净了，我竟然有些

感动。
我不由得竖起大拇指夸奖：“妈妈

为你点个赞！你今天刷的这几个碗，可
是不同寻常啊！这不是惩罚的碗，而是
代表你勤劳、孝顺的碗。 谢谢你！ ”

小男孩被我突如其来的夸奖弄得
有点不好意思， 他腼腆地笑着说：“妈
妈每天给我们做饭，太辛苦了，以后刷
碗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

果然， 他再刷碗就变得很主动和
情愿了。如果他是最后一个吃完的，就
心甘情愿地去刷碗。有时候，即便是他
先吃完的， 也会争着主动去刷碗：“妈
妈，今天我刷碗，您歇歇。 ”

看着儿子这么懂事，我认识到，教育
孩子换一种说法比强行要求管用得多。

刷碗，不应是惩罚的方式
□ 胡运玲

4 个月大的欣欣是个可爱的宝宝，可
最近一个月总喜欢点头、摇头。 最开始一
天一次两次，每次 1到 2下，时间短，但近
几天点头次数增多了， 宝宝睡眠也增多
了，这才引起家长的重视。 家长带着欣欣
去医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等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诊断，宝宝是患上
了婴儿痉挛。

什么是婴儿痉挛？ 婴儿痉挛又称
West 综合症， 是儿童癫痫较常见的一种
发作类型，大多 4~7 个月起病，发作呈特
异的突然头与躯干前屈似点头状， 或伸
展， 连续几次至几十次痉挛发作等表现，
每次持续数秒钟至数分钟后能够自行缓
解，缓解后活动一切正常。 因最初发作时
间短，次数少，常常被家长忽视。但随着发
作的次数增多时间延长才引起家长重视。

那么孩子一旦患上婴儿痉挛，家长该
如何处理？

第一， 宝宝一经确诊是婴儿痉挛，应
立即到正规医院神经内科专科病房，进行
规范化系统化的治疗；第二，专科医生会
根据宝宝情况选择最适合宝宝的治疗方
案，家长应尽力配合医生的治疗，应坚持
按时按量服用抗癫痫的药物，切记不能随
意增减药物剂量或停药，并定期到专科门
诊复查；第三，多数患婴儿痉挛的宝宝伴
有发育与智力落后， 一旦痉挛控制后，应
尽早康复治疗。

家中有患婴儿痉挛的宝宝饮食应注
意哪些？

饮食应给予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
素、易消化的食物及新鲜的蔬菜水果。 切
记不能服用兴奋性的饮料， 如： 咖啡、可
乐、浓茶、巧克力等食物，保持大便通畅。

因此， 宝宝突然出现异常的点头摇
头，家长切莫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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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里的家风故事

程门立雪：北宋学者程颐的家风故事
[成语]� 程门立雪
[释义]� 程门，北宋学者程颐的家门。

下大雪的时候， 静静地在程颐家门口等
待。 比喻尊敬师长，诚心求学。

[出处]� 《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游酢、杨时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
一日见颐， 颐偶瞑坐， 时与游酢侍立不
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

[大意 ]� 游酢与杨时去洛阳拜见程
颐，当时杨时大约四十岁。 去拜见那天，
大雪纷飞，碰上程颐正在静坐休息，他们
二人没有叫醒程颐，而是静静守在一旁。
等到程颐醒来时，雪已经下了一尺深。

[家风故事]�“程门立雪”的故事发生
在北宋时期， 与当时的一个学者程颐有
关。

程颐来自官宦世家， 先辈多在朝中

担任重要职务，且为官清廉。 在如此纯良
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程颐， 与其兄程颢
一样，爱做学问。 为了培养他们兄弟，程
家特意请来当时的著名学者周敦颐进行
教育。

程颐 20 岁出头时，就以一篇文章引
起了朝廷高官的赏识， 随后他大胆上书
皇帝，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 皇帝则不予
理会，但程颐由此在学术界声名鹊起。 不
久，年纪轻轻的他，就在京城开始收徒开
学，已有了几分大师风范。

按照北宋的规矩， 程颐属于官宦子
弟，享有优先做官的特权，但他却将此机
会让给了其他族人，自己则甘于清苦，长
期在民间授徒讲学。 这种对待学问的真
诚，让他成为天下学子心目中的贤师，俊
杰才子慕名来投。

其中便有“程门立雪”中的杨时与游
酢。

杨时自幼便有神童之名， 八岁便能
作诗。 但他从无骄傲得意之气，在学问上
一直追求精进。 他曾在程颐兄长程颢门
下学习， 后来到多地为官。 为了精进学
问，又毅然在四十余岁时放弃高官厚禄，
投到程颐门下继续深造。

游酢也是一位少年神童， 也曾在程

颢门下学习，也是为了精进学问，与杨时
一同投到程颐门下继续深造， 二者的差
别只在于游酢稍微年轻几岁而已。

这二人去拜师那天， 恰好是大雪纷
飞，到了程颐讲学的学馆，发现老师正在
静坐休息。 出于对学问的虔诚、对师长的
恭敬，他们没有叫醒老师，而是静立在老
师面前，任大雪在他们身上堆积，等待老
师醒来。 待到程颐睁开双眼时，发现面前
两人一身积雪， 神情之中却丝毫没有不
耐烦或者倦怠之色。

程颐大为感动，将二人收到门下，倾
力教导，并最终使其成为门下高徒。

师风即家风， 得到程氏兄弟教导的
杨时与游酢二人，不只是在学问上有“至
诚”精神，在他们为官之时，更是如此。

摘自《新湘评论》

英国威廉王子曾遇到过一件糟心事
儿， 当时刚上学三周的乔治小王子已经
开始“厌学”了。 其实很多小学新生家长
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刚入学时， 乔治小王子穿着海军蓝
西装短裤、毛衫、袜子和黑色皮鞋，异常
兴奋。然而没过多久，威廉王子去伦敦北
部卫星小城米尔顿·凯恩斯访问时，向民
众坦露“我早上送乔治上学，可他不想去
学校”。

英国媒体也用“第三周抑郁期”来形
容乔治小王子。事实上，孩子们“厌学”并
不罕见，尤其是那些刚上小学的学生。根
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路易丝·史密斯的女
儿罗西和同学也曾经历过乔治这样的开
学“抑郁期”。她这样描述女儿：在开学的
第 4 天，我女儿罗西就开始厌倦上学。

孩子的厌学情绪，到底如何解决？ 来
听听英国育儿专家们的建议吧。

面对这样一个普遍的教育问题，英
国著名的育儿博主艾米丽·莱亚吕给了
新生爸妈缓解厌学焦虑的小方法。

与孩子聊一些开放式的问题。“今天

什么让你很开心？ ”或“今天什么对你来
说是个挑战？ ”比“你今天过得愉快吗？ ”
更能让孩子们表达真实感受。

明确表示你是来帮忙的。 有些孩子
喜欢“报喜不报忧”，之所以这样做，是因
为他们担心，如果说些不好的，会让你失
望。所以，明确告诉孩子，无论事情好坏，
你都很愿意了解， 也可以为他们提供帮
助。

避免将自己的焦虑传给孩子。有时，

父母会无意地向自己的孩子透露出担
忧。如果你在学校有着消极的经历，那就
试着与你的伴侣或朋友谈论学校积极的
那一面， 这有助于释放你可能传递的负
面信号。

注意孩子受压行为的表现。 如果孩
子在学校特别焦虑， 你可能会发现他们
会出现一些不常有的小动作， 比如不停
地搓手或吮吸拇指， 甚至他们经常抱怨
肚子痛或头痛。 注意孩子行为对于掌握
孩子的心理状态很重要。

与学校和老师建立关系。 老师通常
是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 要定期和老师
们交谈，并提出你的疑问。这将帮助老师
了解你的孩子， 并认识到你的孩子非性
格上的一些特殊行为。

帮孩子交朋友并成为志愿者。 家长
可以主动加入家长教师协会或者作为学
校志愿者带领全班同学一起阅读， 表明
你很愿意并很享受学校的环境和氛围，
这也给你的孩子传递了一个非常积极的
信息。同时，这也有助于让你帮助孩子交
朋友。 摘自《海外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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