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子有方

那年暑假，一个同学来我家找我
玩。他刚一进门，我就看见了他手上拿
着几本书， 他边走边说：“这几本书是
我从书店里租来的， 待会出去玩的时
候顺便把书给还了。 ”

因为我俩平时关系很好，所以我
问清楚了书店的名称和还书日期，自
告奋勇道：“咱俩带着书出去玩不方
便，你把书放我这里，到时候我帮你
把书还回去，租金我替你付。 ”

然而，几天之后，我身上的零花
钱都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小玩具，哪还
有钱帮他付租金？只好硬着头皮找父
亲要钱。父亲静静地听完了事情的经
过之后， 很干脆地拒绝了我的要求。

“自己惹的麻烦就自己想办法解
决！ ”

我听完之后差点没背过气去。父
亲这样做不是要让我在同学面前丢

面子吗？
一分钱憋倒英雄汉，想到如果不

能按时把书还回去，以后就没有脸去
见那位同学了，我的心情低落到了极
点。

我幸运地碰上了一个身上有足
够零花钱的同学，我赶快向他借了几
元钱，几乎是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把
书还了回去。

当天晚上，父亲问我是怎么弄到
钱的，我如实地告诉了他。 让我没想
到的是，之前说什么也不肯给我钱的
父亲却很痛快地拿出几元钱让我还
给同学。“我不是不给你钱，而是要让
你记住， 一旦你对别人许下了承诺，
你就得时刻承担责任，直到能够兑现
承诺为止。 ”

这件事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
从那之后，每当我要承诺别人什

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反复地
问自己：“有没有能力兑现自己的承
诺？ ”后来，我再也不敢轻易向别人承
诺什么了，而一旦做出了承诺我就会
尽全力去兑现，这样的性格让我在后
来的为人处世之中受益匪浅，让我赢
得了他人的信任，也让我交到了很多
很多的朋友。

而这一切，都源于那年炎热的夏
天里“吝啬”父亲给我的教育。 其实，
父亲并不吝啬，他只是把无尽的爱和
为人处世的道理用一种特别的方法
教给了我。

“吝啬”父亲给我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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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好“少年的你”

孩子总是丢三落四、学习过程
不顺利，家长除了干着急还能做些
什么？

其实，孩子这些行为与工作记
忆有关。 智力像人体的发动机，驱
动着我们整个庞大系统的运转，而
决定发动机性能的核心指标，包括
工作记忆、执行功能、推理能力、元
认知能力。

因此，家长应尊重和理解孩子
的记忆发展规律。 平时使用一些小
技巧帮助孩子弥补工作记忆的不
足。

1.想让孩子更好地记住复杂任
务，但也要遵循孩子大脑发育规律，

建议一次不要记超过 4个信息。
2.给孩子讲故事时，尽量选择人物不超过

4人的故事，讲完故事后让孩子复述剧情。
3.列任务清单，做孩子的任务管理器。 一

张清单摆在眼前， 孩子不会忘记下一步骤是
什么。 此外，清单的思路清晰，孩子能从中学
会如何协调做事的步骤，解决问题的思路。

4.增加记忆线索。 很多证据显示，给孩子
提示线索，能再次激发他们遗忘的记忆。随着
孩子年龄不断长大， 这种提示就越有效。 所
以，如果孩子想不起来要说的话，不要盲目地
指责或者打断，试着跟孩子一起回忆，帮他用
语言甚至用手势或者图片回忆信息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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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的家教启示

□ 杨剑兰

□ 王磊

前不久热映的电影《少年的你》，讲
述在高考前夕， 被一场校园意外改变命
运的两个少年， 如何守护彼此成为想成
为的成年人的故事。 引发了大众对校园
欺凌这一社会话题的广泛讨论， 令人不
得不深思：我们要如何做才能守护好“少
年的你”？

校园欺凌的成因非常复杂， 它涉及
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学生人格特质等。
其中， 家庭成因是最基础、 最深刻的一
环。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表示：“很大程度上， 校园欺凌的原因在
家庭。 ”

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教育环境，易导
致孩子成为欺凌者或受欺凌者呢？

采用宠溺型教养方式的家长， 对孩
子百依百顺，处处娇惯，做错事情不仅不
批评，还纵容孩子的各种不良行为。这种

教养方式容易让孩子形成绝对的自我中
心， 行事霸道， 缺乏换位思考的共情能
力。 更容易表现出攻击行为， 成为欺凌
者。

所以，为人父母，除了要爱孩子，还
要教会他具有同理心和换位思考的共情
能力。 这么做，能让孩子学会控制攻击冲
动，用合作的方式与他人友好相处。

专制型的家长独断专行， 要求孩子

无条件接受一切命令， 不允许孩子说
“不”，强调高压控制和绝对服从。 这种教
养方式培养的孩子，通常有两个极端：一
个是胆小顺从忍气吞声， 易成为受欺凌
者；另一个是表面很乖，但内心叛逆、易
被激怒、 攻击性强， 很可能发展为欺凌
者。

电影《少年的你》里，欺凌者魏莱冷
血无情的眼神让观众不寒而栗。 魏莱的
父亲因为她复读一年没有跟她说话，是
很典型的专制型家长， 而母亲则是无原
则包庇魏莱的犯错。 一边专制， 一边宠
溺，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多表现
出反社会的攻击行为。

还有一种使用暴力手段的专制型教
养，更是在孩子心中播下了暴力的种子。
很多欺凌他人的孩子， 本身也有被父母
暴力对待的经历。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

尔伯特·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强
调通过观察和模仿， 孩子就能学会攻击
行为。《少年的你》另一个欺凌者罗婷，便
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校园欺凌者
的典型。

怎样的教养方式， 能保护孩子免受
欺凌？

被欺凌的孩子多有这些相似的人格
特质：怯懦胆小、自卑退缩、沉默少语、社
交能力差等。孩子的性格特点，是在与父
母的关系互动中形成的。 在关爱不足的
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 也容易成为被
欺凌者。

民主型的父母尊重孩子的人格平
等，创造温暖支持的家庭氛围，同时也适
当引导和约束孩子的行为， 这样利于培
养孩子自信、勇敢、果断、善于与人交往、
懂得保护自己的良好性格。

异国之鉴

探访荷兰幼儿园
□ 杨士杰

在荷兰，幼儿教育人人平等。 一旦孩
子满 2 岁，父母就可为其申请，获得进入
就近公立幼儿园就读的机会。不论是独生
子女，还是家有手足的孩童，一律平等。

大多数家长在申请后的一个月内，
就会接到入学通知。 至于私立幼儿园，则
由孩子父母的经济能力决定，也是完全自
愿的。 一般来说，公立幼儿园开放给所有
幼童，是他们正式融入校园生活的开始。

荷兰幼儿园没有上下课的铃声，进
了教室，小朋友就得隔着窗户，和爸爸、妈
妈挥手再见，正式的学习生活就此展开。

荷兰幼儿园教室，环境开放，宽敞明
亮，小朋友的画作、劳作装饰其间。 教室
内会定期换上孩子们最新的手作、彩绘，
让整个教室都充满了活力。 每 10多名孩
子由 3 名幼教老师 （专任、 助教与实习
生）带领，在不同的区域内做各种主题游
戏。

“开心玩乐，发展潜能”是幼儿园的
教学目标。 借由玩具、游戏，让孩子们发
挥出手脑并用的潜能。例如，黏土接龙游
戏，孩子们在游戏当中，不仅增强了自己
的动手能力，还激发了自己的创意，在最
后分组整理的过程里， 还学会了与他人
合作、分享。

幼儿园好玩有趣， 教学主题会随着
季节而变化，同时，幼儿园还致力于儿童
学龄前语言能力的发展， 但仅仅是“练
习”的程度，音节句子这些内容，还是等
上了小学再说吧！

对于孩子们的生活自理能力， 幼儿
园更重视。

在点心用毕之后， 老师便开始让 3
岁以上的孩子排队上厕所， 他们都要学
习坐着上厕所，以及清洁卫生的好习惯：
厕后冲水、关门、洗手等，这些内容全部
以图画的方式，张贴在马桶正对面。孩子
们若是不明白，还可以随时提问，老师和
爱心志愿者就站在门外。

有些小朋友因贪玩而尿裤子的情况
也时有发生。 助教老师此时会先安抚孩
子的情绪，再帮他们更换干净的衣物。对

孩子来说，自信心的培养非常重要，适时
的鼓励比责骂更能让孩子体验到自尊。

寒冬时节，孩子们上户外玩耍课时，
必须学会先将自己的衣物穿戴整齐。 出
门前， 老师会逐个检查小朋友们的拉链
和扣子，防止他们感冒。但他们的衣服需
自己独立穿上身，全班都要“全副武装”，
一个不落，虽然过程耗时，但这就是学习
的过程。

最早穿戴好的小朋友， 可以成为大
家的榜样，待大家穿戴整齐，孩子们就笑
眯眯地以小火车搭肩的姿态， 奔向户外
玩乐去了。

若遇上下雪天， 小朋友也要冲出教
室，大打雪仗。个个脸颊通红，兴致高昂，
即使到了家，他们也舍不得进屋，又在院
子前和邻居小朋友玩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