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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

（扬子晚报 2017年12月26日）
杭州一名14岁男孩因作业被

妈妈说了几句，爬出6楼阳台要跳
楼。妈妈跑过去，一把拉住儿子手
臂，死死拖了近半小时，民警到场
营救时已近虚脱。

点评：批评孩子有讲究，尤其
是对青春期容易情绪冲动的孩子，
更要注意方式方法。家庭是孩子最
早的情商课堂，家长要学会控制情
绪，“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

“说”孩子的前提应该是有好的亲
子关系，关心孩子是否快乐，关注
孩子的情绪品质，提供孩子需要的
帮助。

（广州日报 2017年12月28日）
苏州何女士经常在微信朋友圈

里晒豪宅、豪车以及名牌包包，还
晒出了孩子上学的学校等。何女士
微信朋友圈里的小学同学胡某，因
欠了一屁股债，竟产生了绑架敲诈
的想法，从何女士晒出的女儿上学
的地点入手，开始实施跟踪。

点评：炫富不仅显示了个人的
虚荣，给孩子不好的诱导，而且潜
藏着一定的危险，朋友圈也不是绝
对安全的地方。

（中国新闻网 2017年12月29日）
四川自贡市7岁男孩小峰（化

名）每天放学后，都会被爸爸接送
到妈妈做地摊生意的隧洞内，一边
写作业一边等着妈妈收摊，丝毫不
受身边行人的影响。

点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父母的辛勤劳动既是给孩子的示
范，也是一种特殊的陪伴。生活就
是课堂，父母就是老师，培养专注
力不必专门上培训班。

（新民晚报 2017年12月29日）
上海14岁男孩刘明康因自闭

症辍学，母亲决定自己在家教儿
子，用不同颜色的笔将音符标出来
帮助孩子学琴。刘妈妈的坚持与努
力，让一位老师破格收刘明为弟
子。如今，刘明康在雅马哈音乐厅
参加了音乐会，并被授予“未来艺
术家”称号。

点评：自闭症并非不可逆转。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自闭历
程》，主角坦普·葛兰汀自幼患有
自闭症，因为母亲一直没有放弃对
她的培养，坦普于 1988 年获得伊
利诺伊大学的畜牧科学博士学位，
成为一位人道主义屠宰场设计师、
牲畜处理设备设计和建造专家，发
表过上百篇学术论文，经常巡回各
地发表演说。积极正面的爱能创造
奇迹。

（重庆晨报 2017年12月30日）
近日，一名浙江宁海的小男孩

在网络上火了。原来，男孩的父亲李
某酒后开车，还发生了交通事故。事
后，面对交警的询问，李某企图撒谎
抵赖，结果被儿子当场戳穿。

点评：每个家长应该考虑成人
该给孩子做出什么样的榜样？酒驾
是错，抵赖又加一错。孩子是单纯
的，对父亲的错误，孩子指认出
来，但也付出了伤害亲情的代价。

（澎湃新闻 2017年12月31日）
成都一名10岁小学生因为平

常压力比较大，经常受姐姐欺负，
妈妈比较凶，所以不想回家，便约
同一小区一名10岁的孩子一起离
家出走。两个孩子在地铁附近的一
家小酒店大堂里待了一夜，被热心
网友发现报警。

点评：让孩子们和睦共处本来
是大人的职责，妈妈却没给孩子应
有的温暖和爱护，可不是每个孩子
出走都能得到救助。

（钱江晚报 2017年12月31日）
浙江工业大学食堂何师傅因要

返乡祭祖，给师生们写了一张请假
条，并嘱咐“天很冷，有没有给父
母问寒？如果没有，赶紧行动”，
感动很多师生。受何师傅影响，女
儿小何从小就很懂事，从不乱花一
分钱，和家人的沟通也很顺畅。

点评：何师傅虽然不是老师，
可他教会师生如何牵挂父母家人，
孝敬父母，立即行动，莫让“子欲
孝而亲不待”成为遗憾。

（热点收集：鞠锋，点评：黄文）

夫妻关系既是婚姻的实体，也是
影响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内容。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夫妻都是
在相知相爱的基础上走进了婚姻的殿
堂。在他们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都
会得到一句真诚的祝福：白头偕老，
相爱永远。但是相爱容易相处难，爱
一时容易，爱一生真的不容易。

夫妻关系的营造是夫妻双方调整
自己行为的过程，需要通过限制自己
权利、约束个人行为、锤炼自身品
格、适应对方生活习性、满足对方心
理需求等方式去实现，与人类天性中
渴望更多权利与自由的倾向相悖。

作为一名教师，职业的基本素养
告诉我，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温馨、
和谐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也一直在
努力学着积极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但是，
人都是有情绪的，也有失控的时候。

有一天，住在家里的外甥女跟我
说：“小姨，以后和小姨父争论什么
事情声音不要那么大，高一喆昨天晚
上偷偷哭了。”我问道：“她怎么
了？”外甥女说：“她以为你们吵架
了，担心你们吵架了会不要她。”

听到外甥女的话，我愣住了，好
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击到，半天没有回
过神来。原来下午我们两个争论时，
忽略了在卧室里玩儿的女儿，全然不
知我们声音大吓到了孩子。我和爱人
之间不经意的举动，却给孩子幼小的
心灵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我感到非
常的愧疚。

由此，我开始认真思考，日常生
活中该如何与爱人相处。

三个自束约定

职业本能使然，我认为经营家庭
应该如同管理班级一样,需要建章立
制。于是，首先提出与爱人相处的

“约法三章”：一是两个人不准大声吵
架，尤其是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大声吵
架，即使有争吵，也只能表达意见，
不能伤害对方。二是不管发生什么分
歧和争执，不能记“仇”。当天的事
情当天解决，事情过去就算了，不能
拿着这件事翻来覆去一直纠缠。三是
如果发生争执或者拌嘴了，谁错谁主
动向对方道歉。关于这一条，我着重
强调：“如果我错了，我会主动向你
道歉。不过，我是女人，你是男人，
男人和女人不能一般见识，所以，如
果我哪天错了，但又实在不好意思给
你道歉，你要主动跟我说话，以示道
歉。”

条款一宣布完，爱人哈哈大笑，
马上答应：“好！没问题，我一定会
遵守你制定的这个规章制度，不过，
你也要遵守呀！”

制度颁布后，我尽可能遵守。一
方面，对于家务之事不过分计较，避免
两个人拌嘴；另一方面，态度端正，错
了就主动向爱人道歉。但是，偶尔我
有不遵守“约法三章”的时候，都是爱
人让着我，给我台阶下。有了这个“约
法三章”后，我们都会尽可能约束自己
的行为，减少在孩子面前的争吵，也不
会由于自己的过激言行和不良情绪伤
害对方，从而影响孩子的情绪，给孩子
的成长带来伤害。

四个角色定位

2010年 7月，焦作市妇联与焦
作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焦作女性”栏

目对我进行专访，其中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和丈夫的相处之道。这是许多人
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总觉得女博士、
女教授必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接受采访时，我发自肺腑地
说：“其实，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女人，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希望有一
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爱我的丈夫，
有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中国传统
文化对女人的角色定位就是：妻子、
母亲。作为妻子，我认为，和丈夫的
相处应该做好四个角色定位。

一是做妻子，会家务。这是女人
经营家庭的首要职责。在中国人的传
统观念中，评价一个女人是否贤惠的
依据，首先是看她的家务活做得怎
样，用农村人的话来说就是“茶饭”
如何。没有人会说：“你看人家媳妇
多贤惠，天天看书，还发表过文
章。”所以，做家务与写文章相比，

首先是要做好家务，让家人吃上可口
的饭菜，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再说
读书、写文章。

二是做朋友，会沟通。夫妻之间
要学着做朋友，多沟通交流，才能够
更好地相互理解。不少夫妻感情不
和，并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而
是沟通不畅，或者是沟通方式不妥，
致使两个人在观念和行事方式上不能
同频共振，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

三是做“女儿”，会示弱。俗话
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只有像
他的女儿一样弱小，才会得到他更多
的疼爱。女人一定要会示弱，示弱只
是一种生活智慧，它在给予男人自豪
感的同时也给予他责任感，让他觉得
他就是你的支柱、你的靠山，你需要
他的呵护。

四是做“母亲”，能宽容。母爱
是伟大的，母亲的胸怀是宽广的，她
能宽容孩子所有的错误。一个人犯了
再大的错误，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
孤立他、抛弃他，但母亲不会。宽容
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境界，男人也需
要宽容。女人有了这份宽容，就会获
得一个温暖的怀抱。

五个相处原则

积极心理学中有一个关于夫妻相
处的“HAPPY原则”，能帮助婚姻
越来越美满。

我一直把它作为我与爱人相处的
恒定原则，也曾经对照着“原则”去
思考。但是，现实生活没有固定的模
板，充满着各种变数。人的心理活动
也会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做出相应的
选择，没有办法按照一个标准和一个
模式去生活。夫妻关系也一样，没有
固定的模板，只有真心地相处，共同
的担当。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了，就一
定会不断地改善相处方式，形成和谐
的夫妻关系，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中，父母的
行为和夫妻相处之道，对子女的内在
价值观和外化之后的品格，具有根本
性的塑造作用，影响着孩子对于家庭
角色和职责的理解，也影响着孩子日
后对待异性的态度，还有他们自己成
家后的婚姻质量。因此，作为父母，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看到双方相亲相
爱、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信任
的幸福画面。只有这样，孩子内心才
会有一种对美好感情的向往、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
和信心。只有夫妻关系和睦，家庭才
能呈现出温暖和谐的氛围，孩子才会
在这温暖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作者系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授）

婚姻越美满 孩子越幸福
高闰青

HAPPY原则

H（help），越帮助爱人，越能感受到快乐，没有什么比关
心和帮助爱人更能深化你们的感情

A（appreciation），越欣赏爱人，越能享受婚姻

P（pursue），越有追求，越有满足，追求本身会带来
快乐，能让人感到独立、强大和自信

P（perspective），对婚姻越乐观会越幸运，乐观地解
决婚姻中出现的问题

Y（yours），越自主爱情越持久，不能丧失个性，给彼此
多一些空间和理解，双方都会觉得快乐许多

一次在对学困生周小松（化名）
进行家访时，刚入座，孩子父亲便拿
出厚厚一沓保证书带着一脸苦笑，母
亲则一一罗列孩子的“劣迹”。在家
长眼中，孩子的毛病似乎擢发难数。

接过“罪状书”草草翻阅，有孩
子不完成作业时的反省、考差后的
保证、与他人发生冲突后的“忏悔”、
顶撞父母后的思过，不一而足。

在父母劈头盖脸的控诉前，孩
子脑袋低垂，脸上却是一副司空见
惯、无动于衷的神情。与家长商议
后我决定转换思路对孩子进行干
预。

周一早上，我与小松完成一项
“神秘约定”后，布置了第一个任
务——写出自己的优点。他交给我
的纸条上孤零零地躺着4个字：有
正义感。我领着他来到办公桌旁，
拿出一本扉页写有“周小松成长录”
的软面抄，端正地写上：12月4日，
按时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1分；
主动上交“作业”，+1分。周二，我交
代他写出心中偶像的优点。下午放
学前，他洋洋洒洒罗列了8条。我在
成长记录本上记录：12月5日，按时
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并主动上交
老师，+1分；能发现并认同他人优
点，有一双会观察的眼睛，+4分。
周三，我拿出他的作业本，将事先圈
出的写得最端正的三个字指给他
看，记录下：12月6日，有部分字写
得特别舒展，+3分。一周下来，能发
现自己不足、上课主动发言、主动拾
起垃圾等加分已累计到12分。

周末，“成长录”由家长接力。
两个星期后，主动向家长问好、

帮父母盛饭、主动洗碗等家庭加分
已赫然在列。孩子有了明显转变。
我及时兑现承诺，不但给孩子颁发
了特制奖状，还按约定专程到孩子
家当着他父母面发放奖品，并利用
周末请孩子吃了“奖励餐”。

随着积分的不断增长，周小松
变得更乐观、更上进、更主动，与家
长的关系也日渐融洽。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黑点”试
验。用笔在一张白纸上面点一个黑
点，参与试验的所有成年人都无一
例外地把目光聚焦到黑点上，而忽
略了占比99%有余的洁白纸面。

在教育孩子方面，父母往往习惯
将注意力放在“扭转”孩子的缺陷上，
无视孩子的优点。由于注意力具有
选择功能，长此以往，父母的注意力
会越来越多地指向孩子的“毛病”，而
不自觉地屏蔽孩子的其他方面。

生活中，不少家长为有一个“劣
迹斑斑”的孩子苦不堪言，他们往往
遍寻“秘方”，使尽浑身解数却无奈
地与孩子渐行渐远。其实，要解决
孩子棘手问题，家长不妨参考周小
松的案例，尝试着运用些积极心理
学知识。

传统心理学关注的是疾病、问
题、障碍。积极心理学一改传统的
以消极为取向的心理学模式，倡导
对人进行积极性关注。在干预过程
中，暂且抛开孩子的缺点，把注意力
集中在孩子的积极面。关注孩子的
闪光点及内在潜力，并给予正性评
价和引导，让孩子体验认同、欣赏、
赞美。这些积极的心理体验不但会
调动孩子的自主性、创造性、积极
性，还会引发孩子对自我行为的反
思，从而扬长避短，最终达到自我提
升的目的。

（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州区汉丰
第五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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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匹诺曹是童话《木偶奇遇记》
中的主人公。童话讲述一个老木匠制
作完成名叫匹诺曹的木偶后，当晚对着
天上的“愿望之星”许下一个愿，希望匹
诺曹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子，以望将来
自己老有所依。晚上，蓝衣仙子帮他实
现了这个愿望，赋予了木偶生命，让一
只旅行至此的蟋蟀作为见证人，并成为
木偶的“良心”，监督木偶的成长。

刚被赋予生命的匹诺曹，也就是
孩童时的匹诺曹，并不听父亲老木匠
的话和自己“良心”的约束。在上学的
路上被骗卖到马戏团，后又被骗到欢
乐岛，整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看着
一同来的小朋友一个个变成了驴子，他
惊恐了、害怕了。经过各种劫难，他带
着小蟋蟀（自己的良心）及多余的驴尾
巴回到了久违的家。但物是人非，老木
匠父亲为了寻找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在一次出海时，连船带人被吞进了大鲸
鱼的肚子中。经过“鲸腹救父”，匹诺曹
终于成为了“真正的男孩”，他不仅重新
拥有了人的身躯，也找回了自己的“良
心”：分辨是非、照顾别人、不再任性、听
话、不逃学、勤快、为别人着想等人所
具有的优良品质。

整部童话不只是具有动人心魄
的故事情节，还渗透出许多家庭教
育因素。

父母要了解：
人是带着多重人格出生的

蓝衣仙子赋予了木偶生命，同时

也赋予了他“良心”，以便指引木偶
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此处其实是说人
都具有两面性，先天的无拘无束自由
的天性，毫不被道德和理性所约束，
但生理体的另一面却与此互相斗争、
互相矛盾，揭示人无不在自我矛盾中
成长。

木偶需要上学时，他生怕失去自
由，不愿上学，但最终还是他的“良
心”小蟋蟀说服了他，踏上了去学校
的路。此处说明人具有天生的惰性和
自由散漫的性格，也具有人格的双重
甚至于多重性，无时无刻，人的正面
人格与负面人格在做着较量和斗争。
小蟋蟀在这里不仅代表木偶的正面力
量，从它对木偶的指导方面看，小蟋
蟀还是木偶的监护人。就像家长是孩
子的监护人一样，它要指导木偶分辨
是非善恶，其实也透露出我们作为家
长要担当指引孩子成长的责任。

父母要教育孩子：
任性的后果很严重

当老木匠坚持送匹诺曹去上学，
并一再嘱咐他长大了就要学习知识。
此处不仅指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
获得知识，还说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中必须接受教育。但在上学的路上遇
到花言巧语的骗子时，匹诺曹也没有
接受“良心”小蟋蟀的劝导，被骗子打
出的“演员的名望”及“银丝带和金表”
的诱惑而逃学。此处不仅道出了孩子
逃学所带来的危害，还指出孩子在诱
惑面前与自身“良心”的斗争及家长在
孩子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在是非与道德观念还很浅薄的孩

子身上，最终受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匹诺曹跟着骗子走了，不听话和任性得
到的不是金银财宝和名望，而是凌辱和
失去自由 （被关在鸟笼一样的笼子
里）。虽然在小蟋蟀的帮助下最终逃跑
了，但不无涵盖了小孩子要听话、不要
轻易和陌生人说话、不要被名利和物质
所诱惑的教育意念。

父母要让孩子知道：
懒惰会变成驴子

在逃回家的路上，匹诺曹并没有接
受上次被欺骗的教训，又被好吃的、好
玩儿的和不用学习所诱惑，被人贩子卖
到了“欢乐岛”。在岛上这些被骗来的
孩子什么也不用做，每天就是吃喝玩
乐，可以肆意地打架，可以随便破坏东
西、抽烟、喝酒等，任何肆意妄为的事
情在这里皆属正常现象。但过了一段时
间以后，匹诺曹发现，和他一同来到这
里的孩子们一个个变成了驴子。

当看到一个个孩子在“欢乐岛”上
变成了驴子，我的心灵也受到极大的触
动和震撼，就越发感觉自己身上的某种
缺点也会使自己变成一头愚蠢的驴子。
那是一种恐惧和不安夹杂在一起的情
绪。当我们的孩子听到此或看到此时恐
怕会想：“我不想成为驴子。”其实，懒
惰、贪婪不就是蠢驴的代名词吗？可
见，当一个人不听话、没有得到教育而
又懒惰，结果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也
正是这篇童话的一个教育寓意。

父母要懂得：
宽容是对孩子最大的爱

匹诺曹和蟋蟀回到家中，眼前的

一切都物是人非，父亲老木匠已经离
家许久，金鱼和猪都不在了，屋里全
是灰尘和蜘蛛网，那些精致的木制艺
术品也凌乱一地。一个家庭中孩子不
听话、不考虑家长的感受，只是自私
地贪图享乐，会给家庭及父母带来多
大的麻烦呀！

但老木匠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蓝
衣仙子赐给他的儿子。当他在海上被
鲸鱼吞进肚子里时，是儿子匹诺曹用
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拯救了父亲，也拯
救了过去状态下的自己。蓝衣仙子就
像一个监督者，其实也是一个母亲的
形象。她看到了木偶成长的过程，由
不听话、懒惰、自私到勇敢、勤劳的
过程，其实也是孩子自我成长的过
程。孩子的不听话也许会给自己或家
庭带来很多的麻烦，甚至是灾难。但
这需要我们做家长、老师的时时刻刻
拥有一颗谅解和宽容的心对待他们，
孩子才能像匹诺曹一样最终成为一个
真正的人。这难道不是这部童话对我
们家长的忠告吗？

整部作品中，蟋蟀始终和木偶在
一起。其中，木偶是反面自我的象
征，而蟋蟀则是正面自我的象征。每
一个人都是在矛盾中成长的，都是正
面自我战胜反面自我的进程，也是正
面和反面的较量，通过各种道德的约
束和教育因素的诱导，使大部分人在
面对选择时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孩
子读的是童话故事，我们成年人要读
懂其蕴含的家庭教育意义和教育启
示。

（作者单位：河南省三门峡市外国
语中学）

“匹诺曹”对家庭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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