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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管窥

不做狗仔队

琢玉手记

抱抱孩子

□ 李景香
儿子今年四岁，特别淘气，爬屋上墙、摔盆砸碗的事没少干，是个
“
无恶不作”的小霸王。 为这
个小祖宗，我操碎了心，恨不得用根绳子把他拴在电线杆上。
每天放学，我都会把他的书包翻个遍，看看儿子的作业情况，检查他有没有偷看课外书。 只要
有时间，我就把儿子拉到面前，问他和同学的关系处理得怎样，有没有听老师的话……每次儿子
都表现得很反感，常常用冷脸对付我。 可他表现得越叛逆，我越是追问不休，害怕他在外面捣蛋不
求进步。 有时候，我甚至问儿子晚上做了什么梦，梦有多长。
为了更好地掌控儿子，我向好友大玲发出了求援信号。 大玲是个小学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十
分了解。 听完我的
“
控诉”后，大玲先是哈哈大笑，然后问我：
“
你现在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 一天抹
几次？ 每次抹多少？ 抹的时候是边抹边轻拍脸，还是旋转地按摩？ 你的星座是什么？ 你最喜欢哪
个星座？ 你觉得星座有科学依据吗？ 星座和属相有关系吗……”
我被问得目瞪口呆，不知怎样回答。 大玲笑笑说：
“
看到了吧，我这样问你，你快崩溃了吧！ 迫
击炮式地问，成年人都受不了，何况是孩子。 你得给孩子一些私人空间，不要把他弄成透明人，一
点秘密都没有。 对于孩子，你什么都问，恨不得把他的一切弄明白，硬是要整出点
‘
绯闻’来，这跟
狗仔队有什么区别？ ”
大玲又说：
“
关心孩子，了解孩子没有错，但要有一个度，不能让孩子感到呼吸困难，要捡重
点、有目的地问。 就算你想要了解得多一些，也可以委婉地旁敲侧击。 比如孩子常和一个捣蛋鬼
玩，你想知道孩子是不是和他玩了，可以说，我听说那个捣蛋鬼今天自己去溜冰了，看看孩子有什
么反应。 ”听完大玲的话，我恍然大悟。
大人要有私人空间，孩子同样也需要，家长应该适度地关心孩子，千万不要做让人烦的狗仔
队。

家有儿女

女儿教我别攀比
邵东县 李蕾红

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照例又问起了她在学校发生的事儿。 小璃
月小嘴一嘟，不高兴地说：“我知道，妈妈最
接女儿小璃
想知道的是这次数学考试的成绩嘛。 ”
我抿嘴一笑，这小丫头，这么了解我。 小璃
92 分，全班第六名。 ”跌出了前五，分数不是很理
月头扭向一边，低声说：“
想，我在心里叹口气，又问她：“
静静的分数是多少？”静静是我们一个小区的孩子，和小璃
月是同学。 小璃
月忽然不耐烦了，大
声说：“
95 分，比我多！ 为什么总拿我和她比？ ”我有些惊讶，平时乖巧的她，竟然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小璃
月情绪很激动，继
月兴致来
续说：“
比来比去，比得我和她两个人都不开心。 你为什么不和我比？ ”我睁大了眼，问：“你想和我比什么？ ”小璃
了，答：“跳房子。 ”
只见她飞快地去捡了块小石子，在地上画起“房子”来，不多会儿，“
房子”就画好了。 小璃
月把游戏规则给我讲了一遍，
月 给我
又示范了一次给我看，然后就“
命令”我开始跳。我有点发窘，但看着女儿那认真的样子，我也只好单脚跳起来。 小璃
念着顺口溜，我一下一下小心翼翼地跳着。 很快，她就宣布我出局：“
妈妈，你脚踩到线了，换我了。 ”
月认真而开心地跳着“房子”，不时得意地瞅我一眼，当她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倒开始教训起我了：“妈妈，你为什
小璃
月马上提高了声音：“那么比手
么跳不过我？ 你没有认真和努力吗？ ”我笑着争辩：“那是你常玩的呀，而我又没玩过。 ”小璃
工，行不？ ”我急忙摆手认输，要知道，手工方面，我一窍不通。
没想到才 8 岁的女儿还有后着呢。 她说：“妈妈，所以说，人各有所长是不是？ 我也努力了，认真了，做错的题我争取
下次不会再错。 但是，不要再拿我和静静来比，好不好？ ”看着女儿期待的大眼睛，我深深地点头。

父子之间

每天陪孩子玩半小时
湖南城市学院 王国军
儿子只有五岁，会下棋，会背《唐诗三百首》，还想出本书，书名都想好了，
叫《宝贝的快乐生活》。 我说，等你开始写了，爸爸就带你去玩。 儿子说好，然后
跑进了房间。 半个小时后，他拿了本笔记本跑到我面前，说，爸爸，带我去公园
玩吧。 我说好，明天就带你去。
但我终究没带他去，后来的几天，儿子一直没再开口，我以为他忘记了。 一
次周末，儿子的班上要开家长会，我因为要加班，让妻子带着儿子去了。 回到
家，他们还没回来，我走进儿子的房间，忽然见到他的日记本，随手翻开，一行
标题映入眼帘：说话不算的爸爸。 霎时间，我心里充满内疚。
我拦了辆的士赶往学校，一路跑到儿子的教室。 等家长会后，我便马上带
着他去公园玩。 儿子要和我玩游戏，我们一起从捉迷藏到踢毽子，玩了个遍。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要陪上儿子玩半个小时。 所有的游戏都玩过了，
我就鼓励儿子创造，他有什么好点子，我都会马上响应。 有时妻子不理解，唠叨
着：“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还和小孩子一起疯疯癫癫。 ”我拉着妻子的手，语重心
长地说：“孩子也需要快乐啊，尤其是现在的独生子女，本来玩伴就少，多陪孩
子玩玩，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助长良方。 ”
转眼，和儿子玩游戏快半年了。 在我的陪伴下，儿子的表现越来越好，不仅
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还当上了班长， 经常组织同学们开展各种有滋有味的活
动。
每天短短的半个小时， 不仅能给孩子快乐， 而且还能促进孩子的自律意
识，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家长不如把自己的工作放一放，多陪陪孩子，让孩子的
人生路，每一步都走得更加踏踏实实。

使人天赋火花燃烧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安乡县安丰乡出口洲中学一级教师秦安华

□ 石爱娟
晚饭过后，我正在洗碗，5 岁的儿子跑过来在我
身边蹭来蹭去的，就是不说话。 我问他怎么了，他小
声地说了句：
“
妈妈，抱抱我吧。 “
” 为什么？ 发生什么
事了吗？ ”我心里一个紧张，猜想他是不是在幼儿园
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或者身体哪里不舒服。
儿子却说：“没发生什么事， 我就想让你抱抱
我。 ”听了这话，我松了一口气，原来儿子这是在撒娇
呢！ 我笑着柔声拒绝：
“
不行，你现在可是小小男子汉
了，怎么还可以要妈妈抱呢！ ”
“
可是，可是你已经好久没有抱过我了。 ”儿子还
在争取。 是的，我真的已经好久没有抱过他了，哪怕
是他不小心摔了跤， 我也只是站在一旁鼓励他勇敢
地自己站起来，因为我告诉过他，是男子汉，就一定
要学会坚强。
看着儿子乞求的目光，我的心一软，差一点就答
应了，可我冷静了一会儿，依旧拒绝：
“
不行！ ”
儿子的眼神黯淡了，头也随之低了下去，怏怏地
离开厨房。 就在我为自己的坚持而高兴的时候，儿子
丢给了我一句
“
狠话”：
“
妈妈，我马上就要升中班了，
你再不抱我，以后就抱不动我了。 ”
我不禁被他稚嫩的话语给逗笑了， 难道他升了
中班我就抱不动他了吗？ 可是，想着想着，我脸上的
笑容僵住了， 现在我能抱得动他， 可以后他升了小
学，升了中学、大学，我还能抱得动他吗？ 关键的是，
到时他还需要我抱吗？
我不禁想起日本的一位育儿专家松田道雄曾说
过的一句话：在孩子需要抱的时候，尽可能多抱抱他
吧！ 转眼，人家就不让抱了！
妈妈的怀抱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无价的体会，一
次紧紧的拥抱就是一次信心与爱的灌溉， 能让他们
能找到温暖和安定，哪怕是再坚强的男子汉，也需要
这种感觉。 所以，趁孩子现在还需要我们抱的时候，
多抱抱孩子吧， 因为这也是爱他最好的一种表达方
式。

你说他说

想想那
400 个“正”字
涟源市仙洞中学 肖春辉
日前， 在杂志上看到一则触目惊心的成长故
事：一个名叫小宇的初三男孩，在自己的日记本里，
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正”字。 平日里，妈妈每唠叨一
次他就划上一道， 爸爸每打他一次他也记下一笔，
就这样，一年下来他记了整整 400 个“正”字。
伴随一个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正”字，小宇的性
格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他变得寡言少语、经常发呆，
成绩直线下降，甚至还产生了“真不想在家呆下去
了”的极端想法。 后来小宇的父母在朋友的建议下
求助于大学的心理教授，经过一年的努力，才找回
从前那个聪明懂事的小宇。
这 400 个“正”字触目惊心，叫人害怕。 小宇的
400 个“正”字，暴露了当代一些家长极其简单粗暴
的教育方式，也反映了一些年轻父母恨铁不成钢的
焦躁心理。
现在的孩子十分机灵，也十分任性。 做父母的
绝对不能仅靠管、 卡、 压这些原始的教育手段来
“锁”住孩子，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与宽容，学会教育
孩子的基本技巧与方法，和孩子交朋友，让孩子打
心眼里觉得父母不仅疼爱自己，还能够尊重自己的
想法。 这样一来，他们也会信任父母，体贴父母，家
庭也会和睦美满。
可怜天下孩子心。400 个“正”字发人深省！为人
父母者，当以“
正”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