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法国朋友爱丽丝是一位精明能干的
母亲，在 3 个年龄、性格各不相同的孩子面前，
爱丽丝会根据孩子的特点施教。

吃饭时间拉铃铛。 5 岁的女儿有挑食的毛
病， 爱丽丝并不刻意让女儿吃不喜欢吃的东
西，却总是花很多心思去营造吃饭的氛围。 除
了经常换美丽的桌布，爱丽丝还在客厅挂起一
个很漂亮也很响的铃铛， 每当吃饭时间到了，
她就拉响铃铛。 孩子觉得这样的形式很好玩，
对铃声充满期待，也对吃饭时间和食物充满期
待。

和孩子们充分交流。 小孩子也有独立的人
格、意志和思想，爱丽丝会经常找一些话题和
孩子们交流。 大儿子最喜欢足球，她和丈夫会
陪儿子一起去看足球比赛。 小儿子兴趣很广

泛， 不仅喜欢足球，还
喜欢弹钢琴和画画， 爱丽
丝也会尽量想办法给他创
造条件。

适当满足孩子的要求。 女
儿有时候会到妈妈的房间， 穿上
妈妈的高跟鞋转来转去； 有时甚
至请求让妈妈同意她试试妈妈的
口红。 对于小女孩爱美的天性，只要
不是太过分，她基本会满足。

安慰孩子有方法。 3岁多的小儿子，
有时候会很任性， 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会
很赖皮地大哭。 爱丽丝会先由着他哭一阵，
再去安慰他，这时候他就会觉得妈妈的安慰
比满足他的愿望还重要。

新西兰人 Bernny 有
两个孩子， 儿子 2 岁半，
女儿半岁。

在新西兰，打孩子是
一种违法行为， 因此，父
母一般都不会体罚孩子。
如果儿子在公共场所闹
腾， 只要不影响到别人，
Bernny 一般都会采取冷
处理的方式对待孩子，随
他闹去。 如果影响到别
人，Bernny 会将孩子抱
走，将他放在一个比较开
阔而安静的地方，让他继
续闹，直到他闹够。

Bernny 认为，孩子闹
是为了吸引父母的注意或者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他的某些目
的。 如果孩子看到自己的闹腾没有效果，他自然会选择放弃。

有段时间，老大总喜欢往花园的鱼池里扔鹅卵石，并且
屡教不改。 Bernny 会对儿子说：“你看看，你把小鱼砸痛了，

把水池弄乱了。水池不漂亮了吧？”然后 Bernny会要求儿
子把水池里的石头捡出来。 有的时候， 儿子可能也会耍
赖，不肯去捡石头。

如果儿子耍赖，Bernny 一般不会强迫他， 他会自
己下去把石头捡出来给儿子看。 如果正好碰上儿子
闹着要跟爸爸玩，Bernny 就会借机对儿子施行教

育：“你看看，你把石头扔进水池了，现在我要去
捡石头，没有时间陪你玩。 ”这时候，儿子会体

验到他不良行为的后果。于是，他会明白，他
真的不能把石头扔进水池。

Bernny 认为，孩子并非我们想象的那
么不懂事， 他只是控制能力差一点而已，

因此，Bernny 主张父母把孩子当成
人看， 从孩子小的时候起就教他学
会承担责任，学着约束自己。

新泽西州，山姆大叔的儿子卡尔和大胡子杰克的儿子卡尔同
时走进心理实验室接受智商测试，测试后心理医生有别的紧急事
务，就交代两个卡尔隔天再来拿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出来了，山姆
大叔的儿子得了 80分，智商刚刚及格。 而大胡子杰克的儿子得了
120分，是难得一见的高智商。

这事儿之后，山姆大叔的卡尔沉默了一个星期。 山姆大叔安
慰道：孩子，这世上的事情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智商。 山姆大叔是个
木工师傅。 他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卡尔的信
心。 他做一个复杂的轮船模型， 然后一件一件地拆给卡尔看：你
瞧，轮船这么复杂，天才也不会，但是你如果把它分解成几百个小
步骤，傻子都会了。 卡尔按照他的步骤果然做出了一艘轮船模型。
从此，卡尔信心大增，也对轮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最后成长为一
名成功的轮船工程师。 每次说到智商的问题，他总拿自己的 80分
智商来自嘲：瞧瞧，小伙子们，我都能做到的事情，你们自然可
以。

一天，听完山姆叙述的另一位心理医生再次为卡尔做了智商
测试，得出的结论是 120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心理医生
和第一次为卡尔做测试的实验室取得了联系，他大胆推测：当初
的两个卡尔根本就是拿错了测试报告。

那么另一个卡尔呢，误以为自己有高智商的大胡子杰克的儿
子，如今过得怎么样呢？ 大家找到了他，令所有人吃惊的是，另一
个卡尔也生活得很好。 如今是绘画艺术家，经常为自己的天才而
得意。 他小时候没有自信，老以为自己笨笨的，是大胡子杰克不相
信他智商低，才要带他去做测试。 当得到智商 120 分的好消息之
后，卡尔从此抬头做人，他总认为自己可以干好一切，于是选择了
最喜欢的绘画，一坚持就是很多年。 如今他开过自己的画展，在绘
画界小有名气。 带着玩笑的心态，这个卡尔也来测试自己的实际
智商。 果然，大胡子杰克的卡尔智商只有 80分。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杰克韦尔奇小
时候有口吃的毛病，他曾努力试图矫正，却收
效甚微。 无论什么场合，他总是尽量紧闭双唇，
决不轻易开口说话。

有一天，韦尔奇和同学去餐厅吃饭，他点
了一份最爱吃的金枪鱼三明治，没想到服务员
却给他端来两份，韦尔奇有些奇怪地问：“我只
点了一份三明治，你怎么给我上两份？ ”服务员
解释说：“没有错啊，我明明听到你要两份金枪
鱼三明治。 ”原来，韦尔奇在说金枪鱼三明治的
时候因为紧张而说成了两份， 韦尔奇尴尬万
分，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回到家里，他向母亲哭诉自已的遭遇：“只
要我开口说话， 别人就笑话我， 为什么会这
样？ ”母亲拍拍他的小脑袋，轻描淡写地说：“孩
子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因为你太聪明，所以
你的嘴巴无法跟上你聪明的脑袋瓜。 ”韦尔奇
听了破涕为笑。

韦尔奇依然口吃，依然会遭人嘲笑，但他
不再为此感到自卑，因为他对母亲的话深信不
疑并相信自已有一颗聪明的脑袋。 他发奋学
习，35 岁就已获得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学
位，45岁那年， 他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历史
上最年轻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后来，韦尔
奇在自传中多次提起母亲这句话，他说：“那是
迄今为止我听到过的最美妙的一句话，也是母
亲送给我最伟大的一件礼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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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妈妈的育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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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口吃是因为
你比别人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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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处理也是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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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拿错的智商测试
徐安安

坦诚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他的某个亲人即
将永远地离开，不避讳、不掩饰，让孩子知道当
下的真实状况，直面现实。 在法国几乎每对父
母都是这样做的，他们认为大人不应该剥夺孩
子哀伤的权利。

贾斯汀是我在卡仰大学的一位老师，也是
一个 7 岁小女孩的父亲。 一天，贾斯汀的父亲
被查出肺癌晚期， 最多只有 3 个月的存活期。
贾斯汀说：“我女儿艾丽莎要难过死了，她跟爷
爷的关系最亲。 ”

“那你最好还是先别告诉她吧，她还小，知
道了不太好。 ”我根据在国内处理此类事件的
经验，向贾斯汀建议道。

没想到，贾斯汀听后，非常惊讶地看着我
说：“为什么不告诉她实情呢，反正她迟早都会
知道的。 ”

“那她会伤心难过呀，对她的成长不好。 ”
我解释道。

“告诉她实情， 她才会更好地珍惜跟爷爷
在一起的最后时光呀。 对他们祖孙俩来说，都
是最好的宽慰。 ”贾斯汀坚持说。

一周后，贾斯汀又告诉我，当他告知女儿
爷爷即将死去的消息后，懂事的艾丽莎刚开始
果然大哭不止，伤心得不得了。 但她很快学会
了面对现实，决定把每天的大部分空余时间都
用来陪伴爷爷，给爷爷端水，帮爷爷穿衣……
祖孙俩在一起很温馨、快乐。

3个月后，贾斯汀的父亲去世了。贾斯汀对
我说，艾丽莎给他看了她写的日记，上面写着：

“我再也见不到很爱很爱我的爷爷了，但是，跟
爷爷在一起的最后时光里，爷爷对我陪伴和照
顾他，非常高兴和满意……这也是我仅能为爷
爷做的，没有遗憾……”

“人为地掩饰和避讳亲人即将逝去的实情
只能是一时的，却因此浪费了最后相处的美好
时光，回过头会觉得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不如
面对现实。 ”贾斯汀说。

*� 真情站台

告 诉 孩 子
亲人即将离世

木梅

在日本留学期间，房东中野夫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让
自己的两个孩子养成对事对人不抱怨的良好习惯。

中野的家里有一条人人都必须要遵守的家规———任何人都
不能在家里抱怨，说负面消极的话，如果违反，则每抱怨一次罚款
500日元，作为全家的外出旅游基金。

中野称，自己和爱人也经常被两个孩子罚，比如，有时自
己在家不经意抱怨公司某个领导或同事的不是，爱人有时

则感叹物价涨得太快， 邻居的小狗又在乱叫……每
当此时，两个孩子就会偷着乐，因为他们又

可以收罚款了。

谁抱怨，惩罚谁
霜花

2013 年 7 月 3 日 星期三

/29电话：0731-88317921�E-mail:kjxb0731-108@163.com
编辑：胡荧 版式：张兵 校对：沈皓玮 暑假合刊·亲子

古有孟母择邻的典故。 而现代版的择邻
故事却发生在美国。

侄女一家住在美国加州湾区一个依山
傍水的小镇，镇名翻译成中文，意思是“开满
鲜花的幸福屯”。 这儿， 离硅谷和三藩市不
远，住着不少高知华裔人士。 华人的孩子在
“幸福屯”小学占有很大比例。 由于受传统文

化的影响， 华人的孩子学习刻苦认真，
个个都能考高分，使整个小学的学习成
绩格外突出， 这在该地区是凤毛麟角，
出了名的。 用国内的话说，这是一座名
副其实、出类拔萃的“重点小学”。
不久前，我和老伴到美国探亲，在侄女

家住了一段时间。 侄女家旁是一户美国老住
户，他们相处很好。 侄女已有两个女孩，都很
聪明伶俐。 他们为孩子有如此优越的学习和
生活环境而沾沾自喜。

那天， 美国夫妇带着孩子来到侄女家，
说，明天就要搬家离开这了，是来道别的。

侄女有些吃惊，问，我们相处好好的，孩
子们的学校又很优秀，为什么要搬家呢？

对方说，正因为这座学校过分“优秀”，
我们才决定搬家的。

侄女问，为什么？
对方这样回答，这座学校如老虎，我们

和孩子都很害怕啊！
侄女又不解地问， 学校怎么变成老虎

了？
对方说， 是中国的孩子个个如小老虎

啊！ 学习一个比一个刻苦，考试成绩一个比
一个突出，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受不了，孩
子也很受压抑， 严重影响着他的心理健康。
所以，我们决定搬家，让孩子躲避这个紧张
得如服苦役式的学习环境！ 避开，是为了孩
子健康成长！

*� 我 爱 我 家

让孩子远离重点学校
武保生

*� 成长足迹

*� 豁然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