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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因为自己的缺陷， 所以懂得体谅别
人、爱别人，让我离宽容的胸怀、深邃的
思想、生命的本真更加接近。

关注问题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
■许英美

孩子是换了班主任之后才出现问题
的，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关
注。

孩子一定不会无理由地去拿别人的
东西， 这一定是她内心需要一种补偿或
者是一种关注， 要弄明白问题是换班主
任引发的还是同时发生了其他的事情。
这就需要父母跟孩子坦诚沟通， 找到所
谓问题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 这时家长

的态度是最关键的。
通过合作的方式去拿别人的东西，

可见这个孩子非常需要一种支持的力
量。 因为小孩子但凡有更好的方法， 就
一定不会去通过拿别人东西这种方式来
解决问题。 所以父母首先要对孩子的这
种所谓问题行为给予理解和接纳， 与孩
子沟通的时候， 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孩
子有问题， 而是秉持反思的态度， 才能
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 被接纳， 从而愿
意说出心里话。

父母可以这样说： 爸爸妈妈平时工
作比较忙， 没有充分的时间跟你聊天，
但我们知道最近在你身边一定发生了让
你不开心的事情， 爸爸妈妈很希望能够
帮助你， 我们可以一起去努力解决这些
问题。 我们很想听听这些事情， 你愿意
告诉我们吗？

充分了解孩子的情况后， 家长和老师
进行沟通时不要有指责的态度， 不能简单
地说老师通过惩罚来教育孩子一定是错
的， 不指责孩子也不指责老师， 而是跟老

师一起探索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
起更好地帮助和理解这个孩子。 老师可能
也并不知道， 换班主任以后孩子需要被理
解、 被关注、 被爱， 所以老师采取的惩罚
策略没能满足孩子的需要。

孩子的问题行为， 其实是在提醒家长，
亲子之间的沟通可能不够充分。 从这个角
度看来， 问题行为并不是坏事， 也许是家
庭得到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教育资源。

（作者系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
咨询师）

如何解答孩子对死亡的疑问
我们都是有缺陷的

一个患白化病的孩子马上要上幼儿园
了，他的妈妈非常担心，写信问我怎么办。

写公众号之后很多朋友希望见到我的
“活人”，见面之后，很多朋友因为我的小个
子而吃惊。 不过，让我特别欣慰的是，她们的
风度特别好，没有一个人说我矮子、小不点
儿、“简直不算成人”， 也没有人不怀好意地
说“你是不是在童装部才买得到衣服”……
而这些颇具“创意”的嘲笑和讥讽，从我上幼
儿园到工作之初，从来没有断过。

因为个子小， 我排座位时永远在第一
排， 站队伍永远在第一个， 抛铅球永远是
最后一名， 买衣服鞋子永远是最小号码，
玩游戏永远被最后挑选。 有时候没有当上
班长或学生会主席， 也因为长得没有“权
威” 和“实力” ……

因为我个子小又相貌平凡， 所以我只
好更看重内心的价值。 我的暑假都用来看
书、 写摘抄笔记、 写日记和作文、 练书法。
甚至， 我还玩一些隐秘的游戏： 把自己的
诗歌跟大诗人的诗歌混在一起抄在摘抄本
里面， 同学居然没有发觉还纷纷转抄———
那是我青春期最大的乐趣之一。 看电影时，
我常常注意到不怎么漂亮却演技一流的演
员， 给女儿分析她的魅力所在； 在法国的
枫丹白露宫， 我专门指广场正中的拿破仑
雕像给女儿看， 并强调了他的个子之矮小
和行为之高大。

因为我是个矮子， 所以我从来没有嘲
笑过其他矮子， 也不嘲笑胖子、 瘦子、 瘸子
和驼背、 哑巴、 聋子和瞎子和坐轮椅的人，
不嘲笑别人的酒糟鼻、 痤疮、 秃头和没脖
子、 地包天牙齿……长大之后， 我从来也
不嘲笑女孩子的“飞机场”、 “象腿” 和黝
黑， 也不因为一个人是河南人而嘲笑他的
家乡， 也不因为一个人说话有口音而放弃
了解他讲的内容。

这是因为， 我知道被嘲笑缺陷的痛苦；
也清晰地看到，嘲笑他人缺陷的人，其形象
是如此刻薄和肤浅。 要做到宽容其实非常容
易，要明白高尚和低下也同样不难。

所以，当得知李亚鹏王菲夫妇发起嫣然
基金会的时候，我被这份由己及人的悲悯之
情感动得热泪盈眶。 因为，这件事情展示了
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 他们因为怜悯和疼爱自己兔唇的女
儿，而怜悯天下的兔唇孩子，我认为这是真
诚的慈善和真正的大爱。

让人们彼此仇恨的方法有很多种，让人
们彼此相爱和体谅的方法却很少，因为自己
的缺陷，所以懂得体谅别人、爱别人，也许这
正是上天宠爱我的一个法门，让我离宽容的
胸怀、深邃的思想、生命的本真更加接近。 我
为此感到庆幸。

于是，我感谢爸爸妈妈给我的小个子和
平凡相貌，而不是像以前对此心怀抱怨。 而
对于自己没有办法遗传给小丸子一个高挑
的身体，也不再内疚了。

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百分之
百完美的人， 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 作为
父母， 在面对小孩有缺陷的时候， 我认为
最应该告诉孩子， 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其他
有缺陷的人。 当他懂得如何对待别人的痛
苦时， 就知道如何去面对自己的痛苦了。

我女儿就读的北京白家庄小学有一本
校刊，名字叫《尊重》，这一期的封面人物是
一位双腿残疾女孩。 画面是女孩清秀的笑
脸，没有轮椅；文章也没有讲其他小朋友对
她的帮助，女孩子说“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
爸爸妈妈告诉我，因为生病，我不能跟别的
小朋友一样走路，我需要坐轮椅。 但是他们
还告诉我，除了这些，我和其他小朋友没有
什么区别。 我喜欢唱歌、喜欢画画……我最
喜欢的就是和小朋友们在一起。 ”

从这里我看到了这所学校深刻懂得，
这位女孩需要的不是捐钱， 甚至不是帮助，
而是大家觉得“她没有什么不同”。 一颗宽
容和体谅的心， 甚至比伸手助人更加重要。

一位从事特殊教育十几年的老师建议，
老师可以在班内做一个关于白化病的宣导
活动， 用孩子们能理解的方式和活动， 告
诉孩子们什么是白化病， 特点是什么； 告
诉孩子们白化病不会传染； 请孩子们说说，
曾经给自己带来最大伤害的话语是怎么样
的， 曾经给自己带来最多内心温暖的话语
和行为是怎么样的？ 还可以准备一张图片，
愿意善意对待别人的缺陷的小朋友， 可以
去那里悄悄地摁个手指印。

而有缺陷的孩子遭遇嘲笑时，做三件事
就可以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承认嘲笑中的
事实部分，称赞嘲笑者，幽默地进行自嘲！

■孩子问父母
的所有问题中， 有
两个最难回答： 一
个是性， 一个是死
亡。

■人的一生也
许遇不到地震或者
空难， 但痛失至亲
好友却是生活的一
部分。

■美国儿童教
育学家罗夫斯认
为， 如果孩子能在
开诚布公谈论死
亡的环境下长大，
那么他对死亡会
有较好的理解， 不
至于太害怕。

热点观察

童书出版人，儿童教育作家，中国教育报家
庭教育特聘专家，微信公众号“童书出版妈妈”

家教主张

■三川玲

小心谨慎地面对生命的叠加态
■陈建翔

对您提出的问题， 我想我们不应该
就事论事， 因为就事论事并不会让我们
变得更有智慧。

首先要说说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孩
子， 在这里， 我想给您介绍一个很重
要、 很有用的教育原理———叠加态， 这
个原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家庭教育
甚至更广范围的问题。

叠加态这个概念来自于量子力学，
它是讲在基本粒子这个层面， 不论是光
还是别的物质， 都是波粒二象性并存
的， 既是波， 又是粒子， 两种状态叠加
在一起。 如果科学家想证明波的存在，
他的实验就可以做出波的存在； 如果科
学家想证明粒子的存在， 他的实验也可
以证明。

以前， 我们大脑里的科学概念一直
是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为蓝本的， 我们

习惯于接受只能有一个结果， 只能有一
种形态。 但是量子理论告诉我们， 可能
有两种或更多的形态同时并存。

当然， 这里所说的叠加态， 都是在
微观世界发生的情况， 此外还有“宏观
叠加态” 和“系统叠加态”。 微观世界
里发现的叠加态， 被导入宏观客体研究
范畴， 而宏观叠加态的存在方式则是系
统化的， 是无数个单一叠加态的组合。

用“宏观叠加态” 和“系统叠加
态” 的观点看教育， 首先要明白人的生
命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叠加态， 有极
其复杂的形态、 状况、 性质、 潜能。 对
于人， 特别对于孩子， 我们应该看到其
内在状态的叠加性， 即无限变化的潜在
可能性。 他有好的状态， 也有不那么好
的状态； 有可爱的状态， 也有不那么可
爱的状态； 他一会儿表现出这一面， 一
会儿表现出那一面。 这就是生命的真
相。

其次， 叠加态的特点是柔性的， 在外
界的作用下随时会变化， 会“坍塌” 一些
可能性， 它的变化似乎会“配合” 你、
“满足” 你， 呈现你所希望呈现的结果。
其实， 它只是坍塌了其他的可能性。 叠加
态就好比是一副扑克， 是包含了许多张牌
的集合， 你从中抽取出一张梅花3， 然后
声称： 这是梅花3！ 其实， 梅花3只是你选
择后的结果， 而不是事物的全部形态。

那么， 面对儿童心灵世界的叠加态，
教育应该怎么做呢？

面对儿童要特别谨慎， 动作要柔和，
点到为止， 千万不能“下重手”， 不应该
做过于确定、 过于粗暴的判断、 评估和操
作。 因为你的每一次操作都是在选择。 你
要小心儿童的叠加态“坍塌”， 剥夺他成
长的可能性。 在孩子生命这个复杂的叠加
态系统里， 有我们尚未洞悉的“道”。 在
我们对生命叠加态无知的情况下， 保持谨
慎是必要的负责任的态度。 而既然教育就

是对叠加态的选择，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
选择更好的结果呢？ 更好的结果在哪里？
在你的鼓励和赏识里。

具体说， 这个孩子的表现如果是一时
性的、 偶发性的， 很可能出自好奇或者淘
气， 那么简单地讲一下道理， 点到即可，
没有必要严厉批评， 更不需实施惩罚； 如
果这种表现是经常性的， 可能背后有一些
心理问题， 需要认真对待。 但无论如何，
都不能对孩子太粗暴。

与孩子沟通的关键， 是尽可能鼓励她
表达， 充分了解她的行为动机， 告诉她这
件事情可能会给他人带来的感受； 与老师
沟通的关键， 则是与之交流关于叠加态的
教育原理， 全面地评价孩子， 更多鼓励孩
子。 毕竟， 教育的本质就是从孩子的生命
里引导出最精彩的那个世界； 我们所能做
的， 应该只是敬畏生命、 谨慎施教。

（作者系北师大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
任， 家庭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

■本报记者 杨咏梅

近来马航失联事件一直牵动着人心，
清明节又要到了，这段时间，每个家庭或
多或少地都会碰到与死亡有关的话题。爷
爷去天堂什么时候回来？别人都有姥姥为
什么我没有？ 人早晚都要死，现在死是不
是更好……当孩子这样提问时， 你是回
避、欺骗，还是坦诚面对？如何跟孩子谈论
死亡，家长的态度和认知非常重要，同时
需要学习一些正确的方法和技巧。

正面回答,不同年龄阶段
需要不同方式

心理学专家认为，3岁以前的孩子对
死亡还没有明确的概念，4到6岁左右则
知道人死了就不能吃、不能动，但会认为
死亡是可逆的，死去的人还会回来；从六
七岁起， 孩子就已经有了一些死亡的概
念；到10来岁的时候，孩子对于死亡就基
本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北京市海淀区的心理咨询教师初晴
认为， 死亡教育在西方是小学就会开设
的课程，但在中国却极度缺乏。通常我们
认为死亡是人生的最后一站， 人的生命
完全局限在现今世界里， 对死亡的恐惧
却始终存在心里，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
不同的恐惧和疑问，需要不同的答复。

初晴说，一般来说，孩子第一次主动
发问死亡问题是4到5岁之间， 这时他们
并不太懂这个词汇的含义， 有可能把医
院当作死的归宿， 或者认为骨灰盒就是
死的意思。当孩子提到死亡话题时，家长
一定要认真倾听孩子的问题， 简单明了
地正面回答， 只要满足了孩子想知道的
那一点就可以结束谈话。 家长可以借助
宠物死亡的契机， 借助有相关情节的电
影电视、绘本作为谈话的载体，可以用反
问的方法，如“你说呢？ ”“你认为人死了
去哪里呢？ ”“你认为天堂什么样呢？ ”还
可以通过孩子能懂的事例， 比如花开花
落，树叶枯荣，落花落叶化成泥土滋养生
命，让孩子明白死亡是一个自然规律。

初晴强调说，正面回答，就是不要
把死亡焦虑传递和强化给孩子。 当孩子
开始询问死亡、思考死亡的时候，不要
否定孩子的感觉，如果父母感到焦虑不
安，这种恐惧与焦虑的情绪就会传递给
孩子。 所以家长首先要直面和调整好自
己内心的情绪体验， 营造一个接纳、安
全、宽松的谈话环境，家长表现得越自
然、越接纳，孩子也就越容易接受。

谎言隐瞒、过于美化都是
误区

“死亡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人生必
修课， 否认或逃避只会引起孩子不恰当

的想像。只有正确地理解了死亡，才能学
会尊重生命。”广州心灵之旅心理咨询中
心主任李永华说：“要避免将两种极端的
态度传达给孩子， 一种是对死亡的极度
恐惧，一种是不用怕死。 ”

李永华说，有的老人喜欢说“你真气
死我了”、“你不听话我就打死你”之类的
话，或者用鬼神来吓唬孩子，容易使孩子
经常处于恐惧的情绪中，老人去世时，孩
子容易误以为是被自己气死的， 会产生
心理阴影。

可以用善意的谎言对孩子隐瞒亲人
去世的事实吗？山东省滕州市界河镇徐营
小学的刘勇老师说，自己班里有个留守儿
童牛牛，几年不见的父亲回家时牛牛都不
认识父亲了， 但还是高兴地跟别人说：我
也有爸爸了！ 没多久牛牛的爸爸因病去
世，村里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让牛牛再次成
为没有爸爸的孩子，于是统一口径：你爸
爸去广东打工了！“现在这样骗他，以后怎
么跟孩子说呢？ ”刘勇很困惑。

用童话的方式让孩子转移注意力
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烈军属子弟小
学的许保明老师认为， 孩子们经常看的
动画片、 小人书里关于死亡的话题层出
不穷， 生活中也常看见送葬的队伍吹吹
打打的阵式。 有的大人跟孩子说人死了
就到天上变成星星，有的说人死了，就是

不能说话，不能吃饭，不能玩，不能见爸爸
妈妈……什么也见不到了。 许保明就曾听
到一个孩子问家长：“那他不是很可怜？”家
长回答说：“是啊，很可怜的，所以，我们要
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对不对？ ”

初晴认为，对上小学的孩子再使用隐瞒
和含糊不清的美化说法就不合适了。把死亡
说得很恐怖、很纠结，或者很美好、很飘渺，
都会让孩子信以为真。 如果孩子问：“妈妈，
你会死吗？ ”家长要正面回答，但最好加上

“要很老很老很老才会死”， 既不回避问题，
又不让孩子因为亲人受到死亡威胁而不安。

作为多年的班主任， 贵州省六盘水市
四中的颜文老师认为， 孩子们喜欢玩手机
游戏， 游戏里的人物经常可以死去后再活
过来重新玩，“我很担心这会让孩子们产生
死亡是很轻易、很美妙的体验。”颜文说，经
常看到未成年人打架动刀伤人的新闻，也
常听说有的学生被家长批评就以自杀来威
胁，是不是这些孩子对死亡没有概念，没意
识到人死了就再也活不过来了？

向死而生， 死亡教育是为
了更加珍惜生命

说到死亡话题对生命教育的意义，江
苏省江阴市璜塘实验小学戴秋飚老师认
为，就像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一书中的那句话“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只有
失去了的东西，人们才会留恋它，人得了病
才会想到健康的幸福”。戴秋飚说，直面亲人
的亡故，感受失去亲人的伤痛，意识到亲人
对自己的重要性，明白生离死别是不能改变
的自然规律，也许在情感上有些让人难以接
受，但能让孩子感到对生命的敬畏，对人生
的眷恋，更有助于孩子珍惜与亲人相处的时
光，懂得亲情的珍贵。

“百善孝为先， 亲人去世其实也可以是
教孩子行孝的契机。 ”山东省肥城市老城街
道百尺小学洪艳老师说自己的爷爷去世时，
儿子问“老爷爷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呢？”洪艳
告诉儿子：“每个人老了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不然的话，这个地球就满了，装不下那么多
的人。 你看爷爷趁着老爷爷活着的时候，经
常给他买好吃的，常常陪着老爷爷，让老爷
爷开心。 爸爸不也经常回老家看望老爷爷、
让老爷爷高兴吗？你长大了也要这样对待我
们哦！ ”洪艳说：“我希望父母对长辈的孝顺
可以冲淡孩子对死亡的畏惧。 ”

“人生有两件事不能等———孝敬老人和
教育孩子。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家庭教育研
究专业委员会会员童家松说，生命其实很脆
弱，老人说没有就没有了，死亡教育宜早不
宜迟，在孩子经历亲友死亡事件之前要有这
方面的预备。童家松自己的体验是和孩子一
起阅读绘本。《问个不停的加斯东》中有一个
章节就是“什么是死”，给孩子提供了巧妙而
又易懂的解答。童家松说：“两年前孩子的外
公因病去世，孩子当时很伤心，我没有多说
安慰的话，只是和孩子一起重读《问个不停
的加斯东》， 孩子逐渐领悟了‘对死去的亲
人，我们有比伤心哭泣更好的方法去怀念他
们’，而且也懂得了，今后要及时向家人表达
自己的爱意， 当真正的永别来临的时候，就
不会后悔了。 ”

和童家松一样，郑州师院附小的刘雁华
老师也是借助《天蓝色的彼岸》、《爷爷没有
穿西装》 等绘本给孩子解释什么是死亡的。
刘雁华认为，只有正确地理解死亡，才能更
好地活着。 谈论死亡话题，也是传授世界观
的最佳时机， 应该告诉孩子懂得感恩生命、
感谢父母、珍爱生命，在有限的生命里为这
个世界创造更大的价值。

“回答孩子对死亡的疑问， 还应该和亲
情、人道、爱生教育和安全教育结合起来。 ”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命伦理
学的教授韩跃红说：“培养孩子由己及人的
悲悯情怀，提醒孩子避开危险环境，告诉孩
子如何保护自己， 也是死亡教育的重要内
容。 ”

北师大三附中的学生家长张女士说，死
亡并非生命的消逝，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生活
中的事例和孩子坦诚地谈论死亡，比如祖先
虽然身体死去了，但儿孙的身体里流淌着他
们的血液，生命里遗传着他们的基因，精神
中延续着他们的气质，是否可以教孩子体会
到生命的珍贵和尊严。

家长点题

家长呼啦圈提问：
我女儿上小学

一年级， 上学期各
方面表现都很好，
成绩全班第一。 下
学期换了班主任，
孩子出现了一点问
题， 她和同桌经常
利用上体育课的时
间留在教室玩耍，
看好同学什么东
西 ， 就让对方去
拿， 昨天又拿了同
学的教学钱币， 老
师对她进行了严厉
的批评， 罚她放学
后打扫卫生。 孩子
很伤心， 我该如何
和孩子及老师沟通
呢？

禹天建/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