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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的家教启示
家长课堂

□ 毛利

其实，不必给孩子准备一个完美的
世界，你可以努力，但绝对没必要违背
本心，
牺牲所有属于自己的快乐。
影片中的母亲为了幸福两度结婚，
因为不幸两度离婚，为了工作继续学
习，为了有钱度假把 18 岁后的孩子扫
地出门。
生父更离谱，满嘴没句实话，答应
把车留给梅森，结果转身就把跑车卖了
换成面包车，说我绝对不可能说过这种
望的那么爱她。在他看来，母亲不过是 话，再说我自己买的车随便我怎么处
脆弱时就会哭成一团的普通女人罢了。 置，
你想要车就该自己赚钱去买一辆。
你不能要求孩子太多，以为给他最
曾在一部韩国电影中看到，已经中
棒的，他就会回报给你一个最好的人 年的儿子恳求自己的妈妈：
“答应我，别
生。
再做孩子的奴隶，
过自己的生活吧。
”
如果说美国父母和中国父母有什
可惜老太太没有听，说只有这样的
么不同，那就是前者永远没忘记，孩子 我，
才能成为你的母亲。
并非人生的主体，只有过好自己的人生
我不认可这种伟大的东方式牺牲，
才是最值得的。
作为家长，不应是过分牺牲自己给孩子
梅森父母离婚，在中国人看来就不 塑造一个完美的世界，而应该教孩子接
可思议，大把中年夫妻为了孩子的幸 受世界的不完美。没有 700 万的学区
福，直到孩子高中毕业才结束早就不堪 房，没有 500 万的留学基金，没有 24 小
的婚姻。为了孩子，牺牲个人幸福，被 时陪护的关心，孩子照样有自己的快乐
看作是习以为常的事。
之道。

教子有方

换个角度看烦恼
□ 孟月

女儿上初中以后，不再像小时候那
样蹦蹦跳跳、无忧无虑，每天总有挥之
不去的烦恼。
早上刚起来，就听到她烦躁地说，
脸上又长了几个痘痘，真难看。中午回
家，她一边吃饭一边数落我的不好，妈
妈最啰嗦了。晚上躺在床上还愤愤不
平，班里总有同学向老师打小报告，太
讨厌了……
我本以为这是一种情绪垃圾，慢慢
倒出来就会好了。可事实上，这种情绪
越来越多，别人看起来很正常的事，女
儿都觉得义愤填膺，看什么都不顺眼。
看着女儿天天负情绪满满，我也变得焦

虑起来。
正逢假期，老公带我们回了一趟老
家。邻居家的小男孩和九岁的姐姐一
起跟奶奶生活，
父母都去城里做工了。
九岁的姐姐不仅要上学，还要帮助
奶奶照顾弟弟，弟弟也很懂事，跟在奶
奶身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女儿和他们相处的几天，看到他们
的生活状况，了解到平时不论遇到什么
事，他们都要自己面对时，她忍不住问
小女孩：
“ 你有烦恼吗？”小女孩瞪大眼
睛，一脸迷惑：
“为啥烦恼？只要我努力
学习，取得好成绩，爸爸妈妈就特别高
兴，我现在要照顾好弟弟，不让奶奶操

心……”
我们的车行驶在从老家回来的路
上，
女儿对着手里的小镜子，
像是自言自
语，又像是对我说：
“人家想着怎么把地
里的黄豆摘下来，我却为脸上的痘痘烦
恼；
人家给奶奶烧火做饭，
我却为让我多
吃一碗饭抗议；
人家洗那么多衣服，
我却
因为没有搭配裤子的鞋而生气……”
从那以后，女儿变了，不再把小事
放在心上，
心胸宽阔多了。
有时候，孩子遇到烦恼跟自己较劲
无法释怀时，不一定是性格出了问题，
这时需要我们创造一个机会，让孩子转
换一下看待烦恼的角度。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
经说过，人有两次生命，第
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第二
次是活给自己看的。我觉
得很有道理，第一次是作为
孩子，陪伴在父母身边快乐
成长，是让别人观看的；第 □
二次是作为孩子的父母，陪
伴在孩子身边，在欣赏孩子
快乐成长的过程中，发现第
一 次 生 命 的 难 能 可 贵 ，感
受 、享 受 生 命 的 美 好 与 意
义。
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怎样才能尽家长职责，做好有意义
的陪伴呢？个人以为：
一是让自己成为孩子。这才是真
正的儿童立场，这才会懂孩子，获得孩
子的喜欢，是孩子眼中的大朋友。二是
站在孩子角度思考。德国教育家第斯
多惠说，教育的艺术在于激发、唤醒和
鼓舞。事实上在激发、唤醒和鼓舞之
前，更要学会倾听，倾听孩子心声。三
是为孩子的未来着想。今天是你的孩
子，明天就是社会的成员。未来社会需
要孩子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与能力，家长
必须拿捏得非常精准，陪伴孩子成长的
家长，时刻把立德树人牢记于心。能宽
容处则宽容，不能放任处哪怕再细小的
苗头，也坚决不能听之任之。四是全方
位的陪伴。不能只是学业上的陪护，更
应该是生活技能、心理健康、生命成长、
精神发育与灵魂提升诸方面的因势利
导。五是一定要陪伴有度。针对孩子
的实际情形，或是近距离的，或是远距
离的；或是有形的物质的，或是无形的
精神的。陪伴的最终目的是让孩子自
主、独立，
而不是走向相反。
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陪伴孩子
成长，其实就是陪伴我们自己。孩子在
我们的陪伴下健康成长，我们也在陪伴
孩子中学会做一个有责任担当的家长，
与孩子一起成长。
蔡明

怎样养一个孩子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妨看看电影《少年时代》里少年
的成长过程，电影本身花了 12 年时间
制作完成，记录一个男孩从 6 岁到 12 岁
的成长时光。一个美国男孩的成长方
式看起来简单快乐，没有多到做不完的
作业，也没有沉重的课外学习，更没有
糟糕透顶的自然环境。
某些片段里，男孩梅森的确过着这
样明快爽朗的快乐童年。但大部分时
间，他敏感、细致、忧郁。父母早年离
异，母亲独自带着他和姐姐生活，为了
房租就得仓促地离开小伙伴，奔赴另一
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母亲为了更好
地工作，要继续学习，他不得不跟姐姐
一起待在外祖母家。
母亲完成学业后，成了大学老师，
三度分手，两度离婚，终于把他们抚养
成人，即便是不靠谱的生父，都有了全
新的家庭和孩子。
要说梅森是否幸福，这很难得出简
单的答案，日子始终起起伏伏。就算他
妈妈是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独立女性，
很多时候，他依然不喜欢她，不如她希

陪伴孩子就是陪伴自己

教孩子接受不完美

异国之鉴

默多克是一名德国中学生，因为父
母工作的原因，他转学到了德国西部的
阿尔斯多夫高中。刚到这里，默多克还
没有适应环境，再加上天气冷，不免多睡
了一会儿，所以转学第一天正式上课，他
就迟到了。
默多克急匆匆地跑进学校，站在教
室门口，等待雷尼老师的批评。没想到，
雷尼老师只是笑着挥挥手，示意默多克
进教室里坐下。放学后，雷尼老师让他
留下，默多克暗叫不好，一定是因为早上
迟到的事情。
“你早上习惯几点起床？”雷尼老师
问。
“7 点左右吧。”默多克回答，
“洗漱吃
早饭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然后 7 点半出
发，8 点之前到校，刚好赶上上课时间。”
雷尼老师点点头，接着问：
“ 那你觉得睡

德国：
灵活的上课时间
□ 乔凯凯

眠时间够吗？”默多克挠挠头，不好意思
地说：
“说实话，每天早上我都很困，不想
起床……”
“如果让你每天早上多睡一个
半小时，你觉得怎么样？”雷尼老师问。
默多克说：
“ 那当然好。但是，这样可以
吗？”雷尼老师笑着回答：
“ 当然可以，明
天早上你可以 9 点到校。
”
看着默多克不可置信的样子，雷诺
校长说，这是阿尔斯多夫高中采用的一
种新颖的教学方法——最初在美国开发
的、名为“道尔顿计划”的教育系统。
“道
尔顿计划”要求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针
对个人情况量身定制，并帮助孩子按照

自己的步调学习。
时间生物学家提尔·罗内伯格领导
的团队专门研究了这个课题，并在论文
中解释说：
“当阿尔斯多夫高中决定为高
年级学生引入灵活的课程表时，我们就
可以看到延迟到校带来的实际影响。在
新系统中，高年级学生可以自行决定是
每天上午 8：00 还是 8：50 开始上课。选
择后者，相当于跳过了一节课程（自学阶
段）。
”
研究人员总共观察了 9 周，他们发
现 ，学 生 的 平 均 睡 眠 时 间 比 之 前 要 多
1.1 个小时，从平均 6.9 个小时增加到 8

个小时。很多学生认为自己享受到了
较高质量的睡眠，疲劳感降低，上课时
精力更加集中，回家自习时，状态也更
好。
体验过一周后，默多克非常开心，他
说：
“ 晚到一个多小时，我一整天的学习
状态都很好，完全可以把缺席的一节自
习课给补上。”雷尼老师也表示：
“给孩子
们自主权，让他们决定上课的时间，能调
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很显然，孩子们
更喜欢灵活的系统，这样学习的效率会
更高。
”
试想，在中国，有多少家长每天为孩
子早上起床头疼，不管前一天学习到多
晚，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早自习。其实，
有时候只要学习效率在，错过一堂早自
习又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