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子有方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做，这个题目
我不懂意思……”儿子聪明伶俐，但是一
写作业就变得非常笨， 每道题都要问过
我才下笔， 就连用什么颜色的笔都要征
求我的意见。 为了帮他改掉这个毛病，我
想过好多办法， 比如把他关在屋里一个
人写作业，但过不了两分钟，他就会跑出
来问我。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无意间，我看
到同学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女儿。 她女
儿比我儿子大 1 岁， 学习从来不用她操
心。 奇怪的是，人家女儿学习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而且各方面能力都很强。

周末，我约同学一起吃饭。 我俩见面
寒暄之后，我直接切入主题，问她是如何培
养女儿的。同学看我着急的样子，笑得合不
拢嘴：“我有妙招呀！ ”我一听妙招二字，更
加迫不及待。同学笑道：“你太能耐了，你变
笨点，孩子就聪明了。 正因为我笨，所以我

就让孩子自身发热， 培养她自己解决问题
的能力，唤醒孩子的‘内驱力’。 ”

回家后， 我把学到的绝招迫不及待
地施展出来。“妈妈，你可回来了，这篇作
文怎么写？ 还有数学题，我也等你回来和
我一起做。 ”“宝贝， 妈妈今天身体不舒
服，你独立完成好不好？ ”我一改以往对
儿子有求必应的习惯，“要不你和爸爸比
一比，看看谁更优秀？ ”一说和爸爸比赛，
儿子马上行动起来。

半个小时后，儿子和老公将自己写的
作文都交给我批阅。 尽管儿子写的前言
不搭后语， 但这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独
立完成作业， 我毫不犹豫给了他两朵大
红花。 儿子看到自己胜利了，高兴得跳了
起来。 接着，儿子提出挑战，要和爸爸比
试写数学作业。

第二天下班回家， 儿子依然没有写
作业，在等我教他。 我灵机一动：“来吧，

今晚妈妈和你比一比怎么样？ ”
让自己变笨，让孩子变聪明，我决定

试一试这招。 我做题的时候，故意拖延
时间，而且做错了好几道题。“哎呀，妈
妈太笨了， 这么简单的题竟然做错，你
快帮妈妈改一下。 ”听我这样说，儿子眉
毛上扬，表现得很得意，就像我平时教
他做题一样，一板一眼、一字一顿地给
我讲解起来。

“妈妈甘拜下风。 明天的作业，你试
着独立完成好不好？ ”“好的！ ”儿子似乎
很有底气。

在一次次唤醒儿子的内驱力之后，
每次只要是他独立完成的任务， 即使他
做得不够好， 我都会先为他点赞。 我发
现， 得到肯定的儿子， 不仅变得勇于探
索，而且各方面能力也增强了。 以前常挂
在儿子嘴边的口头禅“我不会”被“我能
行”取而代之。

唤醒儿子学习的“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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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记录片《镜子》，是一部经过十
年策划、 两年摄制的中国首部深度探讨
家庭情感教育的真实电影。 这部影片给
了中国家庭教育当头一棒， 父母对孩子
的爱有时却是伤害，这究竟是为什么？

每个问题孩子背后都有个问题家庭
三个因孩子辍学而陷入困境的家

庭， 父母们无奈将孩子送入一所特殊学
校接受“改造”，却意外地让自己接受了
一次触及灵魂的启蒙教育———每个问题
孩子的背后一定有个问题家庭。

家住武汉的家明（均为化名），15 岁，
是个网瘾少年，不愿上学，黑白颠倒。 父
亲对家明的期望很高， 孩子却一心想要
“自由”。 特殊学校老师接家明时，他情绪
激动，嚷嚷着不愿受“控制”。 听着孩子的
嘶吼，父母只能在门外抹泪。 好不容易被
送到营地，家明却很叛逆，不愿铺床，甚
至与教官扭打在一起……

17 岁的高三学生张钊， 因谈恋爱已
经辍学 4 个月，还不让父母在家里住。 见
到教育机构的人，张钊的反应也很激烈，
直接往门上撞。 被制止后，他对着父母破
口大骂……

14 岁的泽清，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
听说有中央台的跟拍， 他才接受这个教
育机构。 泽清沉迷于网上下棋，面对母亲

的关心，他却说她“贱”，甚至动手。 然而，
这些并没有得到父亲的及时制止。

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 而家庭更
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影片以代际情感问
题为切入点， 通过客观冷静地真实记
录，呈现三个家庭的社会学样本，以情
感教育缺失这一新视角，重新审视当今
时代中国家庭面临的亲子关系等情感
问题。

“孩子都是好孩子，就看家长是不是
好家长”

俞敏洪看完纪录片后说：“孩子都是
好孩子，就看家长是不是好家长。 ”

虽然不能把所有的锅都甩给父母，
但父母的确是影响孩子最深的人， 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 网友思考发言：这是
灵魂的共鸣。

导演卢钊凯说：“在《镜子》讲述的
故事背后，也融入了我们创作者对于人
性的理解、对于爱和欲望的思考，我们
从哪里来？ 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 将来
去到哪里去？ 对这些问题思考的结果，
也就是大家要看到的这部片子。 ”

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评委、北
京师范大学张同道教授直言：“片中很
多场景都将成为电影史上不能忘记的
一些片断，太触目惊心了。 ”

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 而家庭更
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每个戾气很重的孩
子背后往往有一个家庭教育模式的存
在。

世界上没有一种教育理念和制度是
完美的， 中国家长应该首先补上家庭教
育这一课。 教育改革，应当首先从改变家
长入手，让家长明白自己的责任，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 真正懂得如何引导孩子成
长。

影片教会我们一件事： 给孩子培养
特长，主导权应该在他们手上。 我们永远
不能强迫孩子成为“完美小孩”，而是让
他们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成长为
自己本该有的样子。 只有无条件的爱，才
能给孩子最好的安全感。

综合《社会与法》、搜狐网等

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
为了让孩子不输在

起跑线上，有的小学生家
长竟然一口气交了 7 年
的英语培训费，有的孩子
整个寒暑假都在上培训
班。 然而，疯狂培训有时
不仅达不到想要的目的，
而且很可能加剧孩子的
逆反心理，造成得不偿失
的尴尬局面。

家长们与其掉进疯狂
培训的陷阱里， 不如静下
心来理性育子， 学会尊重
孩子、 理解孩子、 宽容孩
子。

一个孩子如果能够得
到大人的尊重和认可，长
大后也会懂得去尊重他人。 孩子最初
受人尊重的感觉是从父母那里得到
的， 而尊重别人的意识也是在日常生
活小事中不断强化而逐渐建立起来
的。 即使孩子犯了错，家长们也要耐着
性子冷静下来，与孩子亲密交流，让孩
子拥有个人独立的空间， 给他业余时
间的支配权和自主权，尊重他的兴趣、
爱好，并且善待孩子结交的朋友等。

家长一旦有了尊重、 理解和宽容
这三大法宝，家庭教育就会水到渠成。
而大部分家长更看重孩子的分数，这
也是导致亲子关系紧张的罪魁祸首。

分数对于孩子来说固然重要，但
家长更应关注孩子的进步表现和成长
过程。 孩子考试好的时候， 应该祝贺
他、表扬他，叫他再接再厉；考得不太
理想的时候，家长也不应马上指责，而
应安慰、鼓励孩子，及时查找问题，并
认真改正。

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科学高效的学
习方法，既让孩子提高学习效率，又学
得轻松自在。 让孩子自觉养成良好习
惯，家长的陪伴必不可少。 据研究，21
天以上的重复会形成习惯，90 天以上
的重复会形成稳定的习惯。 所以，逼着
孩子上培训班，不如静下心来，陪伴孩
子慢慢长大， 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
惯和积极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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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的家教启示

□ 殷朝晖 郑雅匀

公募基金三季报陆续披露完
毕。 据天相投顾数据统计， 全行业
7950 只基金三季度利润共计突破
2000 亿元， 混合型基金成为最赚钱
的品种。 绝大部分基金公司旗下产
品整体利润为正，其中，中银基金旗
下产品三季度利润近 50 亿元，位列
行业前十五名。

凭借优良的业绩， 中银基金及
旗下产品、 基金经理近年来已在金
牛奖、明星基金奖、晨星基金奖、济
安金信“群星汇”及英华奖等行业重
量级评选中揽获近 90 项大奖。

（陈倩）

中银基金三季度产品
利润近 50 亿元

10 月 29 日， 由中共衡阳市委、衡
阳市人民政府主办，主题为“趋时更新，
经世致用” 的 2019 社交电商峰会衡阳
峰会在衡阳举行。

本次大会汇集鲸灵、阿里巴巴等国
内 40 余家知名电商企业的众多重磅嘉
宾， 是近年来全国召开的规模最大、规
格最高的社交电商峰会之一。

鲸灵甩甩宝宝创始人兼 CEO 邬强
强作为嘉宾代表在大会上作主题演讲，
宣布甩宝在助力实业和下沉市场方面
的一系列举措。

大会除了主论坛， 还设立直播分
会场。 甩宝直播间作为本次大会唯一
被邀请的直播间， 在大会期间实时助
力衡阳特色产业， 向全网推介当地的
名优特色产品。 据统计，数百万粉丝和
甩宝掌柜全程参与和见证了这一直播
盛况。

在峰会上，邬强强重点介绍了甩宝
产业直播间。 日前，鲸灵甩甩宝宝在其
主办的市场战略高峰论坛上宣布启动
产业直播间 2.0， 并牵手合作伙伴启动

“千县万红乡村直播间计划”。 根据计

划， 甩宝将在 1000 个县里面培训孵化
10 万名农村网红， 通过 KOL (意见领
袖)、KOC(消费者意见领袖)为实体产业
（特产 、特色制造等 ）直播带货，让“村
红”成为下沉市场振兴的主力军。

2019 社交电商衡阳峰会甩宝直播
间，是甩宝平台赋能下沉市场的一次完
美试水。 甩宝”正通过直播赋能，为圈层
个体提供产品化与内容化的综合服务，
让每一个想要改变的人获得财富和尊
重。

（陈倩）

“鲸灵甩甩宝宝”受邀 2019社交电商衡阳峰会

□ 仝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