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家认为， 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三个
叛逆期，2～4 岁是第一叛
逆期，12～16 岁是第三叛
逆期，而 6～8 岁的孩子，则是经历着

“第二叛逆期”，说话走路都像小大人
了，开始要求“平等对话”。

外甥到了“讨狗嫌”的年纪，总是
嬉皮笑脸地顶嘴，做事情也拖拉。 指
出他的问题，批评他，他也一副满不
在乎的样子。 这是典型的“第二叛逆
期”表现，如何与“第二叛逆期”的孩
子友好相处，需从两个方面着手：

学会做孩子的朋友：这个年纪的
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交际圈，有很多
同学和朋友，他们希望自己与家长处
于平等的地位，而不是依然处于“被

统治”地位。家长要尽量避免命令孩
子做这做那，而应该放下身段，学着
做孩子的朋友。

当孩子帮忙做了一些事情的时
候，不妨对他说声“谢谢”。有些和孩子
有关的事，比如报兴趣班，带他出游，
也要问问孩子的想法， 不要只给孩子
一个结论或是以命令的口吻，要以“你
觉得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那我们
一起讨论好不好” 的口吻来与孩子商
量，让孩子感觉到自己被尊重了，获得
了展现自己主见的机会。

肯定孩子的进步： 虽然此阶段的

孩子非常淘气， 但也只是希望用特别
的方式来引起家长的注意。 他们的内
心非常渴望得到肯定， 作为孩子的家
长，应该多多注意孩子的行为，一旦有
了进步，要及时肯定和鼓励，这也有助
孩子快速走过“狗也嫌”的阶段。 这个
时期孩子的自我意识已经很强了，越
是数落他，他就越倔强，这对孩子的自
信心、自尊心也是一种伤害。

正确引导“第二叛逆期”
□ 绘月

用“心”做好家校共育
张家界市永定区崇实南校 许杰

成语里的家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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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袖清风：明代名臣于谦的家风故事
[成语] 两袖清风
[释义] 两袖中除清风外，别无所有。

形容为官清廉，不贪赃枉法，严于律己。
[出处] 明·于谦《入京诗》：“绢帕蘑

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
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

[大意] 绢帕、蘑菇、线香这些东西本
是供人民享用的， 可是因为贪官污吏的
搜刮，它们反而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所以
我什么也不带， 只带两袖清风去朝见天
子（古时，人们把随身的钱物放在袖中），
免除百姓的不满。

[家风故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来自社会底层，早年饱受贪官污吏之苦，
故而立国之后对贪腐之风极为痛恨，并
因此屡屡掀起反腐风暴。 但明朝官员贪
腐之风还是刹不住， 总体趋势仍是贪官
污吏越来越多。在朱元璋死后，这股贪腐
之风更是愈演愈烈。

当然，也并非所有官员都堕入此道。
比如于谦。

他来自一个官宦世家， 先祖做官的
历史可以上溯到唐朝。 但其父于仁是个

例外， 因为于仁是一位有崇高理想和道
德追求的读书人，在他看来，当时的官场
上充斥着太多的污秽与不堪， 他实在难
以与之同流合污。故而，于仁虽在民间有
君子之名，却始终没有踏上仕途，只是隐
居乡间，将一身才学传给儿子。

于谦二十出头就考上进士， 不到三
十， 就成为当时皇帝明宣宗所重用的青
年俊杰。 他始终恪守家风，清廉为官，也
不给别人贪污的机会。

不久明宣宗去世， 年幼的明英宗继
位，张太后监国。 这位太后是一位难得的
贤明之人，对清廉官员予以提拔保护。

但十余年后， 在张太后和几位老臣
去世之后， 长大成人的明英宗宠信一个
名叫王振的宦官。王振本是个教书先生，
却因为才学拙劣，考不中科举，便心生歪
念，竟然狠下心挥刀自宫，进宫去当了一
个大龄太监。至于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
报效国家，而是为了捞取私利。王振贪污
的主要方式，是胁迫官员给他送礼。 于谦
不仅分文不送，还为此写下一首诗，表明
自己的态度，其中正有“两袖清风”四个

字。
于是，于谦很快就被王振打入死牢，

判处死刑。
听闻于谦遭到王振迫害， 许多百姓

都来为他申冤， 甚至还有一些藩王贵族
主动站出来为他说话。王振这才发现，于
谦是一个杀不得的人，要是杀了，可能会
激起一场大规模的民变。 只得以抓错了
人为借口，将于谦放了出来。

王振的贪欲并不止于金钱， 他也读
过书，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
想，所以他还想建功立业。 于是王振便利
用自己的权力， 故意挑起明朝与蒙古的

战争，然后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 结果却
是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王振则死于愤
怒的将士之手。

消息传来，朝廷一片惊慌，乃至有人
提议干脆迁都南方，学南宋算了。危急之
时，于谦站了出来，力主保卫京城，击退
外敌，并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

他们拥立明英宗的弟弟为皇帝，稳
定人心，然后调集各方兵马与敌人血战，
取得了胜利。 在于谦的极力主张下，明英
宗也平安归来。

但他最终却为明英宗所害。
明英宗趁着自己弟弟病危之际，发

动政变，夺回了皇位。随之对当年把弟弟
扶上皇位的于谦等人，展开了血腥报复。

当官员到“罪臣”于谦家中去抄没财
产时发现， 这位曾经挽救过大明王朝的
人物，竟然是家徒四壁，极为贫寒，根本
就没有财产“以供抄没”。

于谦死后不久，明英宗为于谦平反。
他的后代虽然再没人在政治上发挥影响
力，却始终保持了这股清白之风，从未出
过一个贪腐奸邪之徒。 摘自《新湘评论》

“妈妈，咱们在网上搜索一
下， 看看阿拉伯数字到底是古
印度人发明的， 还是阿拉伯人
发明的。 ”听到儿子如此说，我
赶紧起身把电脑让给他。

不知从何时起，“搜索一
下”成为儿子常用的“解惑”方
法。 以前，儿子问我一些问题，
我总说“不知道”，然后小家伙
就会意兴阑珊地走开。 一次偶
然，我用“上网搜索一下”代替
了“不知道”，不但解决了问题，
还激发了儿子的好奇心， 让他

相信只要努力， 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答
案。

一天早上，我发现桌边上有一只名为
“臭大姐”的昆虫，觉得儿子肯定对这小玩
意儿感兴趣， 于是大声喊：“儿子， 快来
看。 ”

听到我的喊声，儿子跑过来正要用手
去抓。 我马上阻止他：“这是臭大姐，一碰
就会放臭气的。 ”儿子嘴巴张成了“O”型：
“为什么它会放臭气？”我说：“因为要保护
自己呀。”儿子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紧
追不舍：“那它为什么能放臭气呀？ ”

我脑子里闪现一个想法，“为什么不
到网上查查？”于是，我说：“我也很想知道
臭大姐是怎么放臭气的，咱们一起查一下
吧！”于是，我第一次在儿子面前打开了搜
索引擎。 看过资料，我们才知道原来臭大
姐身体后边有一个臭腺， 当它遇到危险，
就会放出臭气，熏跑“敌人”。 儿子恍然大
悟。

从那以后，每当儿子问到一些我不能
回答的“为什么”时，我就陪他一起上网查
资料。 他获得这个新技能后，增长了好多
知识。

孩子的小脑袋瓜装满了千奇百怪的
问题，随随便便抛出一个“为什么”，都有
可能让家长们说“不知道”。 作为家长，我
们不能轻易地把“不知道”说出口，如果这
样，可能会扼杀他的学习力呢！

曾经有一本很火的书叫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为一
名班主任，我认为，一千个家
长有一千个教育理念，只有保
持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一
致性，才能给孩子们更好的学
习生活环境。

经验告诉我，架设“家校
共育”之桥，诀窍在于两“心”。

第一“心”： 巧用社交媒
体，有一颗参与之心。“家校共
育” 是基于一种共同的责任，
源于同一颗爱孩子的心。 目前
的家校平台以微信群最为活
跃， 平常除了发送一些通知信息外，还
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让家长们主动参与
到一些活动中来。

就拿前段时间我班的一堂班会课
来说，我在群里发布了一则“告家长书”
后，便成功启动了班会策划工作，各行
各业的家长们纷纷建言献策。有一位家
长还热心地为此次班会设计了调查表，

并耐心指导其他家长和孩子分别完成
自己的调查表，我也因此获得班会前所
需要的丰富素材。 后来，这节班会课通
过情景模拟、亲子互动等环节，引导学
生学会包容、感恩，引导家长要努力平
衡子女之间的关系， 实现共同成长，受
到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第二“心”：急家长未急，有一颗敏

感之心。我班上有一个孩子的自理能
力特别差，从业多年教师职业的我敏
感地感觉到，这个问题学生背后的家
庭教育可能存在问题，于是我决定去
从源头追溯这个故事。

其实，这颗“敏感之心”就是我们
引导家校共育的第一步，只有发现问
题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身为教师的
我们， 必须要留心观察学生的表现，
及时把握学生思想、学习、生活等方
面的负面情绪，一个细小的动作或微
妙的神情都可折射出孩子的心理。因
此，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必须在了解学
生的思想状况及行为表现的基础上，

对学生将要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思想问
题和行为倾向进行预测防范，把工作做
到前头，取得第一手资料。

用好两“心”，更好营造家校共育。
未来的教学生涯，我会在实践中不断提
升自身的家校共育素养，继续寻求家校
共育的有效方法， 以引导学生健康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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