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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老师：
您好！
我的儿子今年 8 岁，上三年级，

性格属于活泼的那种，难得有安分
的时候，在众人面前不但不紧张反
而更来劲，有点儿喜欢出风头，总想
得到别人的夸奖。今天晚饭前，我
接到班主任老师的电话，才知道儿
子在班上又惹事了。

原来，今天下午第二节课下课
时班长叫起立，同学们都站起身，
我儿子伸出一条腿去，把前排的一
个同学的凳子悄悄挪开。结果，那
个同学落座时一下子跌仰在地上，
引起全班哄堂大笑，儿子笑得更起
劲。没想到，那个同学起身就哇哇
大哭，用手捂住前额，原来额头磕到
了桌腿，鼓起了一个大包。

事情捅到班主任那里，老师了
解到事情的真相后，狠狠批评了我
儿子，打电话给我就是告知我这件
事，希望我们配合教育。

唉，又惹事了！前几天在小区
里，才拔过挡在走道上的一辆电动
车气嘴，弄得那位阿姨上不了班，气
得在楼梯口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这
孩子怎么老让我们烦心呢？对自己
的孩子严格教育是肯定的了，还不
知道那个同学伤得怎样了，父母看
到孩子额头上的包会不会找上门来
兴师问罪，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您的读者 韦一凡

韦一凡朋友：
你好！
想必你的心里一定很不安稳，

既怨恨儿子给自己惹事，又担心那
个被捉弄的孩子的父母看到孩子头
上的大包后，会找上门来追究责
任。说来说去，都是你儿子的恶作
剧惹的祸。

民间有句俗话叫“七岁八岁狗
都嫌”，你儿子正处在“狗都嫌”的年
龄。这个年龄的孩子活泼好动顽皮
淘气，偶尔恶作剧是常有的事。那
些聪明爱表现的孩子、经常被父母
和他人忽视的孩子、父母过于溺爱
和放纵的孩子，以及有攻击倾向的
孩子，都可能成为恶作剧的编导。

一般情况下，孩子之间轻微的
戏耍行为是一种儿童式的交往方
式，相互之间也很容易一笑而过，父
母通常都不会知道。不过，恶作剧
过了头或者成为家常便饭就成了作
恶，就会给别人带来精神或肉体上
的伤害，最终反过来伤害到自己。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说过，
人的人格由三部分构成：本我、自
我、超我。本我遵循的是快乐原
则，自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超我
遵循的是道德原则。喜欢恶作剧的
孩子，其人格特征是自我很突出，
超我很缺乏，因此其行为完全凭自
己的喜好和快乐而决定，忽视别人
的感受，不考虑是否符合社会的道
德准则，也不考虑其行为的社会后
果。可见，喜欢恶作剧的孩子主要
问题是社会化过程滞后，这与家庭
教育有直接的关系。

儿童期是一个人的人格形成的

关键期，面对惹麻烦的孩子，父母
该怎么做才好呢？

问清动机 区别对待

孩子有了恶作剧，父母先不要
急于作出反应，而应该向孩子详细
了解事情的经过，弄清行为背后的
动机。

一般而言，孩子的恶作剧有两
种动机：一种属灵机一动、即兴发
挥，这种动机事后往往表现为不知
所措、尴尬懊悔；另一种属故意损
人、习以为常，这种动机得逞后表
现为不管后果，得意洋洋，甚至把
自己的得意之处向别人炫耀。

前一种情况属于淘气，不属于
品德问题，适当施以批评教育一般
就能改正；后一种情况属于故意，
存在个性缺陷，需要采取措施加以
矫正。你儿子恶作剧不止一次了，
应该属于第二种。弄清楚恶作剧的
动机后，我们才能够选择与之相适
应的方法进行应对。

正确面对 宽严有度

孩子惹事之后，父母最常见的
是用两种方法应对。

一是溺爱袒护。父母明知孩子
的做法不对，给别人造成了伤害，
但爱子心切，总是找出“孩子小还
不懂事”“一个巴掌拍不响”等理
由为自己的孩子开脱，不批评教
育，甚至还和被伤害到的孩子及其
父母恶语相向，发生争吵。这样的
应对方式，怂恿了孩子将来继续恶
作剧的行为，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
利。如果恶作剧的对象是具有攻击
性的孩子，或者被伤害到的孩子父
母也同样溺爱孩子，不难想象给始
作俑者带来的会是什么。

二是又打又骂。父母得知孩子
惹事之后，潜意识里认定是自己孩
子的错，不问青红皂白，对孩子劈
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有的甚至拳
脚相向，表明自己不放纵姑息。这
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往往被认为管
教严格而被社会所公允。不过，孩
子再小也有自尊心，打骂式教育使
孩子颜面扫地，孩子嘴上认错，内
心肯定会有抵触情绪。而且，父母
的打骂在孩子面前产生负面示范，
等于告诉孩子将来解决问题可以用
拳头。

正确的应对方式是：既不袒护
也不打骂，在不损害孩子身体与自
尊的前提下，和孩子做深度的思想
沟通，在批评教育孩子的同时，还
要指明正确的做法。

晓以利害 引导行为

你应该明明白白告诉孩子，恶
作剧看上去是小打小闹，但结果难
以预料，往往会给对方造成一定伤
害，轻则伤及同学友情，重则伤及
身体和精神。还要告诉孩子，爱恶
作剧的孩子，别人都不喜欢和他做
朋友，他会处于孤立境地。

我还要对你说的是：儿子的恶
作剧固然给你添了麻烦，但换个角
度看其实也是送给你一次难得的教
育机会。

一方面要让儿子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行为使得同学的头上撞了个
大包，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课堂
上当场就应该走过去扶起同学询问
伤情，主动承认错误，并真诚道歉。

另一方面，与其担忧人家上门
来讨公道，不如把公道主动送上门
去。你应该教育儿子认识事态的严
重性，带着儿子登门询问伤情并主
动认错，请求人家谅解。如果能带
点水果去，既显示了长辈对孩子的
关心，又显示了自己的诚意，沟通
的效果会更好。

这一系列的引导措施，有思想
的沟通，有行为的示范，目的是引
导孩子明白做人的道理：同学之间
要文明友爱，做了错事要主动认
错，恶作剧要不得。孩子学会了与
人相处的正确姿态，才能够真正融
入社会。

对待惹是生非的孩子，有些父
母总是斤斤计较、耿耿于怀。一听
到孩子犯了错，立马拉下脸说一
句：“好你个小子，上次的那笔账
还没有算呢，新账又来了，这回咱
们新账旧账一起算。”

这样做貌似严管，但是孩子感
觉自己在父母的眼里始终是熊孩子
的模样，看不到“改邪归正”的机
会，认为自己反正犯了好多次错，
再多一次也无妨。破罐子破摔的心
理会逼着孩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

孩子的错，本质上是成长过程
中交付的学费。智慧的父母不是排
斥而是接纳，在引导孩子把错误提
炼成教训的同时，能够正确对待孩
子成长道路上的磕磕碰碰，理解、
宽容和接纳孩子，因为他们明白一
个道理——留一条路，孩子才能够
回来。

（作者单位：江苏省兴化市教
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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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如俊

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做家务是一件耗
时而没有任何意义的事，甚至是一件被
人鄙视的事。认为没本事的人才不得不
做这些琐碎的家务。中国家长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是：“只要你好好学习，其他
的事都不用管。”学习的事固然很重要，
但远远不是一个人的完整发展。要让孩
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能过好自己日子
的人，就要有较好的生活能力。

当一对原本恩爱的小情侣步入婚姻
开始独立生活时，经常会为琐碎的家务搞
得鸡飞狗跳。曾经都是妈宝，都是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如今却要天天面对柴米油
盐、吃喝拉撒、奶粉尿片，如果没有一定的
生活能力，没有夫妻的共同分担、一同面
对，往往会搞得一地鸡毛、身心俱累。

有家长教育孩子学习好才是王道，
做好学问、做大学问，当大官、挣大钱才
是正事。生活的琐事可以雇保姆干，或
者娶个媳妇让媳妇干。殊不知这些孩子
长大后不一定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
况且，家庭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同舟共济
共同承担的，过分依赖一方很容易导致
家庭失衡。试想媳妇忙得团团转，丈夫
只做甩手掌柜，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名誉
顾问，而双方都有各自的工作，这样的家
庭能不失衡吗？现在很多小家庭离婚的
导火索就是鸡毛蒜皮的家务事。

一个三岁的孩子看见妈妈忙碌地做
家务，于是也学妈妈的样子帮着擦桌
子。擦不干净在所难免，这时的妈妈呵
斥着孩子：“玩你的去，别添乱！”孩子
只好噘着嘴走了。家长生病了，孩子想
帮助照顾一下，有家长也会说：“忙你
的去，学习才是正事。”于是，孩子们
没有机会干这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淳朴
的爱心也会变得日渐麻木，以至于演变
成日后的自私冷漠。当孩子们长大后，
基本的生活常常不能自理，更谈不上去
照顾别人，如此家长往往还会生出一千
个不放心。当孩子不懂得体谅父母时，
又抱怨孩子不孝顺。

学会做基本的家务，善于料理日常
生活也是和每一个家庭和谐息息相关
的。生活就是由很多琐碎的事组成的，
而这些所谓的小事，会直接影响家庭的
幸福美满。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终
归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成立
自己的小家庭，成为一个有能力服务于
社会的人，从小培养他们爱劳动，就是培
养他们独立和担当，这点尤为重要。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十六中学）

小时爱劳动
婚姻更幸福

龙涛

放学后，冬冬一进家门就气呼呼地
将书包往沙发上一抛，愤愤不平地发牢
骚：“张帅一点儿都不哥们儿，小事上
斤斤计较，以后再不和他做朋友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母亲节要到
了，班级打算搞一次文艺汇演，邀请所
有家长前来参加。中午，老师把布置后
墙板报的任务交给了冬冬，并让宣传委
员张帅协助完成。两人接过任务后，讨
论起板报的设计方案来。不料，却在板
报的总体布局上发生了分歧，两个人意
见始终未达成一致。最后，冬冬说出一
句狠话：“我是中队长，这件事就照我
说的办，不要再改了！”张帅根本不吃
这一套：“老师让我来画，上面画什么

必须我说了算，否则我就辞职！”放学
后，两人乌眼鸡似的谁都不理谁。

冬冬讲完这番话，用质疑的眼神看
了看我，突然问道：“妈妈，我是这次
活动的负责人，我的话张帅是不是该绝
对服从？”望着一脸稚气的冬冬，我轻
抚一下他的脸庞，给他讲了一则歌德给
人让路的小故事。有一次，大诗人歌德
在一个公园里漫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
上遇到了那个曾把他的作品贬得一文不
值的批评家。那个批评家毫不退让地
说：“对一个傻子，我决不让路！”歌德
则微笑着回敬道：“我却是让的！”

故事讲完后，我笑问冬冬：“你说歌
德这么轻轻一让，损害到他的个人形象

了吗？”“不但没有，反而衬托出歌德是个
大气而宽容的人！”冬冬快速接了一句，
随后又猛然意识到什么，“妈妈，你说我
今天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小心眼儿？仔细
想想，张帅的板报创意也有道理，至少能
让整个版面变得热闹而喜庆。”

见冬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我趁机
规劝他：“孩子，老师让你和张帅一起
布置墙报，那是同时看中了你俩的优
点。所以你们要通力合作才成！你擅长
写字，他擅长绘画，若把你俩的意见整
合 一 下 ， 墙 报 内 容 不 就 变 得 充 实 了
吗？”我知道冬冬是个明理的孩子，便
开诚布公地补充一句：“你是班里的中
队长，更应懂得与人相处的道理，千万

不要以官压人。所以，在板报的主创方
面，你要多听听张帅的意见才对！”冬
冬认可地点点头，静立身旁不再言语。

第二天放学回家，冬冬开心地告诉
我，他和张帅商量好了，黑板报上的文
字部分由他来写，四周的布景和衬画则
由张帅来完成，老师还夸奖他俩的创意
既大方又美观呢！

我心里一片释然。“让步”也是一种
成长。身为家长的我们，要善于将协商
合作、折中主义等育人理念，落实到日常
的家教当中，这也是助力孩子成长的一
种有效手段。

（作者单位：辽宁省凌海市双羊镇
中心小学）

教孩子懂得“让步”
李玉顺

“哼！”刚刚升入初中的女儿满是
愤怒。

“怎么了？有点不高兴？”望着一
放学就把书包扔到沙发上的女儿，我
很纳闷。一向活泼开朗的女儿怎么了？

“我讨厌数学课，我讨厌数学老
师！”孩子气急败坏。

“噢？发生什么事了，说来听听。”
“妈妈，今天第一节数学课老师就

讲新知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老师就
提问我问题。两次我都没回答上来。”

“是两次呀！那很难堪。”我抱了
抱她。

“老师把我罚到前面站着听，太丢
人了！”女儿的小脸涨得通红，眼眶里
蓄满了泪水，“当时我甭提多尴尬了，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再也不想
上数学课了，我讨厌数学老师！”

听完女儿的诉说，我明白了事情
的真相，感到问题的严重。一年下
来，假如孩子用这样的情绪去面对数
学老师，那后果一定很严重。作为家
长，我必须帮助孩子调节情绪，引导

孩子走出心理失衡的误区。
“开学第一天，数学老师就提问你

两次呀！”我一脸的兴奋。
“是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女儿

仍然不依不饶。
“我倒是觉得老师在关注你呢！”
“是吗？”听我这么一说，女儿有

些不相信。
“提问你两次，肯定有这个意思。

当然，老师罚你让你很难堪。妈妈知
道你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一向
优秀的你很难接受老师这样做，是
吗？”女儿点了点头。

“我们从自身找找原因，上课时你
在想什么呢？”

“妈妈，数学老师往前面一站，那
严厉劲跟你一模一样。”她斜了我一
眼，捂着嘴笑了，“更出奇的是她还穿
了一件和你一样的衣服，所以我当时
一看，愣了半天。”

我笑了：“是这样的呀！看来我和
你们数学老师还挺有缘分的。既然这
样，那你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是你

的幸运，也是妈妈的幸运。我相信今
年你的数学成绩一定会棒棒的！”

听我这么一说，女儿的情绪缓解
了很多：“那我一定好好学数学，用
优异的成绩证明自己，让老师对我刮
目相看！”女儿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果然，一个月下来，女儿经常兴奋地
告诉我：“妈妈，我最喜欢上数学课
了！”

事后反思这件事，我意识到，作
为家长，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孩子的
情绪波动，甚至还不分青红皂白地批
评孩子一顿，就很可能给孩子的成长
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尤其初中
阶段是孩子生命成长过程中特殊的转
型期，此时的孩子在生理和心理方面
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原来不起
眼的小事都可能引起孩子的情绪和心
理波动。家长应了解孩子的这种变化
以及可能带来的心理波动，这样才能
有针对性地帮孩子走出阴影。

（作者单位：威海市文登区七里汤
小学）

“我讨厌数学老师”
宋萍

接李boy放学回家，他一上车就
气哼哼的，恨不得原地爆炸的样子。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脸色，赶紧靠
边停车，回过头来问他。

“今天不舒服，”他说，“先是语
文考砸了，然后考了化学，原本可以
考满分，可是我最后一题小数点点
错，6 分就没有了！”他停顿了一
下，挣扎片刻还是告诉我说：“上历
史课，老师骂我是猪；后来英语老师
还说我是笨蛋！”李 boy 说完，猛吸
一口气，转过脸不看我。

我追问缘由。他勉强提起声音，
说历史课上，他问同桌一个单词，被
老师听见，就“嘲笑”他这么简单的
单词都不会，“跟猪一样！”而被骂笨
蛋，则是因为作为课代表，把老师关
照要统计成绩的默写本发下去了，

“关键是因为同学转告我的时候，根
本没有提这一点！”

我想继续追问，李 boy 再不肯
讲，默默地坐着。看着他一脸倦容，
初三了，天天熬夜赶作业，白天还要
连上 9 节课，显得疲惫不堪。见我盯
着他看，眼睛一红，我赶紧回过头，
把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路上我想告诉他，语文考砸了，

说明近阶段没学扎实，应该反省，而不
应该生气，能去气谁呢？化学卷子小数
点点错位置，是因为粗心，而所谓的粗
心，其实就是他长期以来书写习惯导致
的必然，也应该自省，自己的问题，能
去气谁呢？但我忍了又忍，没有说。现
在说这些，除了让他觉得我在借题发
挥、幸灾乐祸以外，起不到别的作用。
更何况，15 岁的孩子，这些道理他怎
会不懂？不过是需要时间自己去反思罢
了。

我还想告诉他，两位老师说的话，
其实更能体现喜爱和亲昵。我想用我的
经验告诉他，当老师乐意拿某个孩子调
侃开涮的时候，至少意味着这个孩子的
秉性得到了承认。可是我仍然忍住没
说，因为他需要的是对他心情的理解，
而不是喋喋不休的劝解。

一路无话。
但显然李 boy 伤得有点重。到了

10 点多，他突然把笔一扔，半伏在桌
上，口中冒出一连串的“完了完了，一
切都完了⋯⋯”我在对面看书，正看得
心驰神往，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随口
问怎么了。李 boy 摇了摇头，不说话，
眼里流出泪来。

我这时才发现自己的粗心来，又暗

自懊恼无意中态度的轻慢。曾听吴文君
的讲座，说当孩子受伤难过时，他需要
的，不是帮他查找原因，而是给他一条
毯子、一杯热水和一句暖心的话“我知
道你很难过”。他需要的是不问缘由的
支持、不管对错的接纳，让他能感受到
被关注和爱护，仅此而已。

我忍不住走到他身后，默默地抱住
他。虽然作业还有很多，可是再晚，有
些话我现在一定要说。

我告诉他：人最重要的是生命，只
要还活着，一切都不会完。

转而跟他讲：“老师的批评和开
涮，不是恰恰能反映出老师对你的定位
与期待吗？”就如那句：上帝给你送礼
物的时候，总是用困难和问题包装起
来。礼物就在那里，现在是打开包装的
时刻了。

最重要的是，即便真是不顺、不
幸、不公，但这就是人生的常态。人生
而迥异，有人开朗、有人敏感，你在如
此的境遇中，虽然也难免惶恐彷徨，但
最后能奋起迎战、艰难走过，无论收获
什么，你就是自己故事中的英雄。

儿子默坐片刻，又拿起了笔。而我
也闭了嘴。

（作者单位：苏州市第四中学）

他需要对心情的理解
余嘉

有
问
有
答

微观微观

近日，安徽省
合肥市庐阳区海棠
街道联合长江路第
二小学橡树湾校区
举 办 “ 筝 心 为 民
生 ” 风 筝 彩 绘 活
动，孩子与家长一
起 以 安 徽 省 33 项
民生工程项目为创
作原型共同参与风
筝彩绘，让小朋友
们以绘画的方式展
现民生工程的具体
内容。

葛传红 江冰
洁 摄

微言微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