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2年，意大利作曲家鲁杰罗·莱翁卡伐洛推出
了经典作品《丑角》后，一举成名。

有一天，他带着学生兰登来到小城维罗纳，发现
自己的这个作品恰好在当地剧院上演， 于是两人混
入人群中，悄悄地前往观看。

小城人口少，再加上该剧已上演过多场，剧院只
有稀稀朗朗的观众。 剧情演到高潮处，大家还是一起
热烈鼓掌，令鲁杰罗感动不已，他一直静坐着沉思。

这时，有位女记者注意到鲁杰罗的反常举动，凑
近来问：“为何您不为这部歌剧的精彩之处鼓掌喝
彩，难道您不觉得它完美无缺吗？ ”

鲁杰罗想了想， 一本正经地说：“它还算不上完
美吧？ 在我看来，它的剧情衔接得不算顺畅，音乐也
平淡无奇，简直就是外行人创作出来的低劣作品。 ”

女记者愣了愣， 隔了很久才又说：“可所有看过
的人都对它赞不绝口呀。 ”

鲁杰罗用力地摇了摇头， 开始数落该剧的咏叹
调模仿了其他作曲家的风格， 甚至主题都抄袭了其
他作品，只不过掩饰得比较巧妙而已。

在回去的路上，兰登忍不住问鲁杰罗：“老师，您
怎能拿自己的作品开涮呢？ 难道你不担心人们会因
此而冷落了它吗？ ”

鲁杰罗停了下来，缓缓地回答：“恰恰相反，刚才
我之所以批评这部歌剧，其实是想告诉这里的观众，
它除了可以欣赏，还能够批判，用批判的眼光看它就
会有不同的感受。 ”他停了停，接着说：“这样一来，他
们才有必要再次踏入剧院来看这部歌剧呀！ ”

果然，如同鲁杰罗所料，第二天当地报纸纷纷在
头条报道了大师对《丑角》自我揭短的趣闻。 而小城
的居民都被该报道吸引， 想再次审看该剧到底有多
少抄袭和模仿的成分，剧院也因此天天爆满。

对此， 鲁杰罗得意地说：“再完美的作品也有不
足。 所以，不要害怕暴露缺点，有时缺点恰恰和优点
一样，都可以为成功所用。 ”

张小平

心灵清吧

一天，刚回家我就发现气氛不对。妻
子坐在沙发上喋喋不休地数落， 儿子坐
在电脑前生闷气。 我知道，母子俩又吵架
了，原因无疑又是电脑游戏。 最近，这样
的场面常常出现。

“爸爸，妈妈说话不算数，说好我可
以玩半小时的，谁知这关还没打过，她就
来关电脑。 ”儿子来个恶人先告状。

我坐到儿子面前， 说：“以后每天我
允许你玩一次游戏，多久都可以。 不过，
我有个条件，玩多长时间的游戏，就要用
双倍的时间做作业！ ”他忙不迭地点头。

第二天一早， 他欣欣然坐在了电脑
前，直到饭菜的香气钻进他的鼻孔，才恋
恋不舍地离开电脑。“现在是你玩游戏的
时间，你是选择吃饭还是玩游戏？ ”我按
住了他拿碗的手。

“玩游戏吧！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完又回到了电脑桌前。

当他饥肠辘辘地在厨房翻找食物
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我气定神闲地
站在厨房门口说：“你的玩电脑时间还没
结束呢，你要放弃机会吗？ ”

他恋恋不舍地看了看手中的食物，
放下，又走进了书房。 不过这回他没坚持

多久。
我拿出手表一看， 他玩了足足 4个

小时。 这就说明，他要用 8个小时的时间
来写作业了。

两个小时之后， 他一脸难过地从书
房走了出来， 问我可不可以时间短些。
“不行！”我告诉他，“男子汉要说话算数。”

他再次从书房里走出来时，已经是晚
饭时间。 饭后散步一会儿，我又押他进了
书房，告诉他还有 4个小时。 只听他小声
嘀咕：“明天我可不玩这么长时间的游戏
了。 ”

我微微一笑，心想，就怕你做不到。
果不其然， 第二天他坐在电脑前又

犯了老毛病。 第三天也是。
他所不知道的是， 我叫他的时间一

点一点提前。 而他也发现了与以往的不
同，就是我给他布置的作业越来越少，一
个小时就能完成。 做完作业后，我和妻子
带他到外面游玩散步。

现在，他每天最向往的就是这段时光。
他常问我：“写完作业，我们去哪儿玩呢？ ”

或许，是我们错怪了孩子，孩子不是
迷恋游戏，只是缺少玩伴吧！

慕如雪

家长学校

智斗游戏迷

阳光通道

缺点，也能为成功所用
近段时间，本报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其中有几封信是来

自贫困生这一特殊群体，因贫困造成的心理障碍，不仅妨碍了他
们的人际交往，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现将案例归纳
如下：

案例一：李霞来自农村，平时穿着打扮有些土气，而她寝室
的同学个个打扮得非常时髦。 李霞为了和室友保持“齐步走”，于
是省吃俭用来进行“外表投资”，可不管她怎么努力，始终跟不上
那些“富家女”的步调，甚至还被她们嘲讽为“小城镇的摩登女
郎”。 李霞深受打击，原本就对命运安排不满的她心里就更加不
平衡了，于是整天牢骚不断。

案例二：刘超平是一位贫困生，经济上的压力使得他整天郁
郁寡欢，他只能整天呆在寝室以租来的小说“度日”。 和他“同病
相怜”的同学劝他乐观点，说我们的前途同样是一片光明，而他
却说连学费都交不清还有什么光明可言。 同学们见他如此消极，
于是尽量和他保持距离，生怕被他的消极情绪给“传染”了。

案例三：何莉心里一直都存在自卑心理，每当她和那些衣着
鲜亮的同学站在一起，她总感觉自己像是一只丑小鸭。 缺乏自信
导致她很少与同学交流，这不仅影响她与同学间的人际关系，而
且还对她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产生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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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虚荣心方能走出阴霾
专家点拨

心理咨询师白国宁：

学生私语

张杰： 漂亮女生总能得到更多羡慕的眼光， 这没
错。但她们也有自己的难处，试问：别人盯着你看，你好
受吗？

黄露：我应该就是你所羡慕的那种人吧。我的闺蜜
就长得不漂亮，可是你知道么，我特别喜欢她，更喜欢
她笑起来的样子。我觉得我们不是谁衬托谁，而是彼此
离不开。

陈湘灵：虽然我外表比不上别人，但是学习成绩我
就是 NO.1。 从来没有人夸我漂亮，可我也一样有很多
人欣赏。

徐卓：我很漂亮，可是我的压力很大。 我不想让别
人认为我只是个“花瓶”，所以在学习上我要比别人付
出更多的精力。

胡涵： 美和丑没有太大的区别， 也没有绝对的定
义。 就像是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懂得
欣赏你的人，在发现你的优点后，自然会觉得你很美。

丑娟：长得怎么样自己决定不了！ 所以，我要告诉
那些长得不漂亮的女孩， 请把你的注意力从外表转移
到自身能力和知识的提升上来吧。这个改变容易得多！

王晓：我很喜欢一句话：如果你不漂亮就要使自己
有才气，如果你既不漂亮，又没有才气，你要学会微笑！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希望你可以拥有它。

小编建议：每一个女孩都是美丽的。你或许没有一
张漂亮的脸蛋，但是你活泼、善良、上进、有爱心。 而这
些远远比一张漂亮的脸蛋要重要得多。更重要的是，作
为一名中学生，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

我长得很普通，所以我很羡慕那些长得漂亮的女
生。我们班和我关系不错的两个女生都很漂亮，每次和
她们走在一起，我都觉得自己是个配角。

———长沙市一中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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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调查显示： 虽然老师希望通过夸奖来
鼓励落后的孩子， 但这可能会传递一种低期望
值的信息。

英国教师工会主席克里斯汀表示，夸奖孩子
要讲技巧，尤其对表现并不突出的孩子，可以在
看到他们认真的态度或努力的精神时给予表扬，
并解释清楚夸奖的原因，这样才能真正起到鼓励
的作用。 臧恒佳

新知共享

夸奖落后学生
更要讲技巧

国外一些孩子一出生就与父母分房睡，而国
内很多孩子 10来岁了， 还在和家长一起睡。 其
实，太早和太晚分房睡都不利于孩子心理健康。

专家研究表示，孩子 3岁前不宜分房睡。 不
到 3岁的孩子还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此时分开
睡会使其缺乏安全感。 孩子宜在 5岁时分房睡，
因为 4~6岁是孩子的性蕾期，也是确立自身性别
认同的基础。 此时，家长与孩子分开睡，能给他
（她）独立的空间，并引导其心理良性发展，培养
其独立的人格。 而过晚跟父母分房睡，会导致孩
子的性心理停滞在此阶段，成年后可能患上某些
精神疾病或产生心理问题。 池霞

5岁时分房睡
有助心理健康

当冲突发生后……

漂亮女生有啥好

贫困生作为校园里一个特殊的群体，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社
交上似乎都处于“弱势地位”。 他们在经济上要承担巨大的压力，
在思想上又背着沉重的包袱，所以很大一部分贫困生都存在心理
障碍。

案例一中的李霞出于“面子观念”，想消除这一差距，结果非但
没有跟上那些“富家女”的生活节拍，反而让自己的自尊心受了损
伤。要消除这种心理障碍，首先要抑制自己的虚荣心，把一切看成是
常态，尽量使自己的心态变得平和自然，从而使自己走出心理阴霾。

案例二中的刘超平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生”，在他
的人生字典里写满了“消极”、“悲观”这样的词语。其实生活中来点

“阿 Q 精神”，凡是都往好处想，你就会发现原本一件令人郁闷的
事其实并没那么糟糕。

案例三中的何莉一直被自卑笼罩，觉得自己像一只丑小鸭，不
敢在人前抛头露脸，患上了“交际恐惧症”。要想收到人缘和学业双
丰收的效果，只有通过摆正心态、驾驭情绪、挖掘潜能等方式来摆
脱各种心理阴霾， 始终以健康的心态和饱满的热情来投身于学习
生活中，这样才能使自己在集体中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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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个初二男生，脸长长的，黑黑的，身高接近 1.70米，
两只眼睛很机灵。我一边打量他，一边微笑着问他：“下午不上
课？ 遇到麻烦了？ ”

“四天，我没上学啦！ ”他咬咬嘴唇，说，“同班主任吵架
了。 ”

“那天上外语课，她听到后面有人讲话，就生气了，直骂差
生扰乱课堂秩序。没多久，她看到前排的一个同学在用指尖旋
转着钢笔玩，又来气了。 于是乎，我翻了个白眼。 正巧被她看
见，说我不争气，辜负她一片好心。 气头上，她居然说她瞎眼
了。一气之下，我也吼了：‘是的，我是瞎眼了！’没想到，她竟然
要我别来上课，还要我写保证书。 ”

我问：“这几天，你怎么度过的？ ”
“真是度日如年。以前天天上课，写作业，背书，考试，起早

摸黑，累死人，盼着放假。 谁知，这几天虽然可以赖床，但是又
睡不着；可以看电视，却没兴致；家里有的是零食，却口乏味；
想找个人说话聊天，可伙伴们都上学了……”他越说，嗓门越
大。

“这几天，想过自己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吗？ ”出了问题，一
味“外归因”，追究他人的错，难以让自我心情回归平静。 所以
我启发他“内归因”。

“小时候，我很乖。 可自从上了初中，个性变倔了。 学生敬

仰老师，天经地义。 顶撞老
师，肯定不对。现在很后悔，
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道
歉。 ”

我笑笑，告诉他，这是
一种青春期现象，一种成长
的表现。错了，认识了，改正
了，就好。

“你想过老师为什么发火吗？ ”我问道，引导他换位思考。
他摇摇头，问我：“是不是脾气不好？ 是不是太想带好我们

班？ ”
他开始平心静气替老师想事儿了。我说道：“老师生气，

总有她的理由。根据刚才你的述说，班主任是一个年轻的新
老师， 她生气或许是因为教学管理经验不足， 或许是缘于
‘恨铁不成钢’， 或许老师追求完美……倘若我们多替老师
想想，怒火可能就小了，你们的误解就容易消除。 ”

“我该怎么做？ ”他急切地问。
“有班主任手机号吗？ 愿不愿意发个信息给她，做个自我

批评，请求老师宽容，同时表达上学的渴望？ ”我的话音刚落，
他立刻表态：“回家我就发短信。 ”

陈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