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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兒子是沒被世界理解的天才！

對別的孩子來說，生在一
個爸爸是政府官員、媽媽是大
學教授的家庭，相當於含著金
鑰匙。但對我卻是一種壓力，
因為我並沒有繼承父母的優良
基因。
兩歲半時，別的孩子唐詩
宋詞、1 到 100 已經張口就來，
我卻連 10 以內的數都數不清楚
。上幼稚園的第一天我就打傷
了小朋友，還損壞了園裡最貴
的那架鋼琴。之後，我換了好
多家幼稚園，可待得最長的也
沒有超過 10 天。每次被幼稚園
嚴詞“遣返”後爸爸都會對我
一頓拳腳，但雨點般的拳頭沒
有落在我身上，因為媽媽總是
沖過來把我緊緊護住。
爸爸不許媽媽再為我找幼
稚園，媽媽不同意，她說孩子
總要跟外界接觸，不可能讓他
在家待一輩子。於是我又來到
了一家幼稚園，那天，我將一
泡尿撒在了小朋友的飯碗裡。
媽媽出差在外，聞訊趕來的爸
爸惱怒極了，將我拴在客廳裡
。我把嗓子叫啞了，手腕被鐵
鍊子硌出一道道血痕。我逮住
機會，砸了家裡的電視，把他
書房裡的書以及一些重要資料
全部燒了，結果連消防隊都被
驚動了。
爸爸丟盡了臉面，使出最

後一招，將我送進了精神病院
。一個月後，媽媽回來了，她
第一件事是跟爸爸離婚，第二
件便是接我回家。媽媽握著我
傷痕累累的手臂，哭得驚天動
地。在她懷裡我一反常態，出
奇的安靜。過了好久，她驚喜
地喊道：“江江，原來你安靜
得下來。我早說過，我的兒子
是不被這個世界理解的天才!”
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上了小學，許多老師仍然
不肯接收我。最後，是媽媽的
同學魏老師收下我。我的確做
到了在媽媽面前的許諾：不再
對同學施以暴力。但學校裡各
種設施卻不在許諾的範圍內，
它們接二連三地遭了殃。一天
，魏老師把我領到一間教室，
對我說：“這裡都是你弄傷的
傷患，你來幫它們治病吧。”
我很樂意做這種救死扶傷
的事情。我用壓歲錢買來了螺
絲刀、鉗子、電焊、電瓶等等
，然後將眼前的零件自由組合
，這些破銅爛鐵在我手底下生
動起來。不久，一輛小汽車、
一架左右翅膀長短不一的小飛
機就誕生了。
我的身邊漸漸有了同學，
我教他們用平時家長根本不讓
動的工具。我不再用拳頭來贏

得關注，目光也變得友善、溫和起
來。
很多次看到媽媽晚上躺在床上
看書，看困了想睡覺，可又不得不
起來關燈，於是我用一個星期幫她
改裝了一個燈具遙控器。她半信半
疑地按了一下開關，房間的燈瞬間
亮了起來，她眼裡一片晶瑩，“我
就說過，我的兒子是個天才。”
直到小學即將畢業，魏老師才
告訴了我真相。原來，學校裡的那
間專門收治受傷設施的“病房”是
我媽媽租下來的。媽媽通過這種方
法為我多餘的精力找到了一個發洩
口，並“無心插柳柳成蔭”地培養
了我動手的能力。
我的小學在快樂中很快結束了
。上了初中，一個完全陌生的新環
境讓我再次成為了批評的對象——
不按時完成作業、經常損壞實驗室
的用品，更重要的是，那個班主任
是我極不喜歡的。比如逢年過節她
會暗示大家送禮，好多善解人意的
家長就會送。
我對媽媽說：“德性這麼差的
老師還給她送禮，簡直是助紂為虐
!你要是敢送，我就敢不念。”這
樣做的結果是我遭受了許多冷遇，
班主任在課上從不提問我，我的作
文寫得再棒也得不到高分，她還以
我不遵守紀律為由罰我每天放學打
掃班級的衛生。
媽媽到學校見我一個人在教室

掃地、拖地，哭了。我舉著
已經小有肌肉的胳膊對她說
：“媽媽，我不在乎，不在
乎她就傷不到我。”她吃驚
地看著我。我問她：“你兒
子是不是特酷?”她點點頭，
“不僅酷，而且有思想。”
從此，她每天下班後便
來學校幫我一起打掃衛生。
我問她：“你這算不算是對
正義的增援?”她說：“媽媽
必須站在你這一邊，你不是
一個人在戰鬥。”
再辜負你一次
初中臨近畢業，以我的
成績根本考不上任何高中。
我著急起來，跟自己較上了
勁兒，甚至拿頭往牆上撞。
我絕食、靜坐，把自己關在
屋子裡，以此向自己的天資
抗議。
整整四天，我在屋內，
媽媽在屋外。我不吃，她也
不吃。
第一天，她跟我說起爸
爸，那個男人曾經來找過她
，想複合，但她拒絕了。她
對他說：“我允許這個世界
上任何一個人不喜歡江江，
但我不能原諒任何人對他無
端的侮辱和傷害。”
第二天，她請來了我的
童年好友傅樹，“江江，小
學時你送我的遙控車一直在
我的書房裡，那是我最珍貴
、最精緻的玩具，真的。現
在你學習上遇到了問題，那
又怎樣?你將來一定會有出息

讓孩子學會去表達愛
蘭蘭信心十足地向媽媽保證。
親子教育專家用這個案例來說明激勵
孩子主動性的重要：同樣是“下次要考
100 分”，芸芸是在媽媽的呵斥聲中心不
甘情不願地答應的，蘭蘭則是在媽媽的讚
賞下主動地產生了這樣的動力和願望。得
到激勵與成功，會變得主動，得到打擊與
失敗，會變得被動，與成人相比，孩子更
是如此。因此，要學會告訴孩子：“相信
你是最棒的。”

“藍絲帶”的哭泣
親子教育專家給家長們講了一個藍絲
帶的故事。
親子教育最核心的一點就是一定要讓
孩子學會愛的表達方式，下面就用具體的
故事來通俗的分析親子教育的一些方法和
技巧。

批評與鼓勵要二八分
心理學家曾做過一個這樣的實驗：將
一隻跳蚤放進杯子裡，跳蚤一下就能從杯
中跳出來。然後，心理學家在杯子上蓋上
一個透明蓋，跳蚤仍會往上跳，但碰到幾
次透明蓋後，碰疼了，慢慢地就不跳那麼
高了。過了一段時間，將透明蓋拿走，發
現那只跳蚤仍舊只跳那麼高，它已經永遠
跳不出那個杯子了。
在講座中，親子教育專家用這個心理
案例作比喻說，如果孩子是那個杯中的跳
蚤，家長的負向教育就像杯子上的透明蓋
，限制了孩子的成長和潛能的發揮。假如
家長長期對孩子採取負向教育的方式，孩
子很容易對自己喪失信心，再也沒有勇氣
跳出那只杯子了。她說，成人對孩子的教
育一般分為兩種，正向教育和負向教育，
一般對孩子的正面教育要大於 80%，負面
教育必須小於 20%。“賞識你的孩子，從
每一件小事做起，不要用負面的話語，讓
他變成那個可憐的杯中的跳蚤。”親子教
育專家說。

“成功箱”盛滿點滴進步
許多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聽話，親
子教育專家當然也不例外。從兒子很小的
時候開始，親子教育專家逢人便誇獎自己
的孩子：“我兒子特別聽話，從來不惹我
生氣。”當著孩子的面，她更是毫不吝嗇
讚美的話語。有朋友到家裡做客時，親子
教育專家會說：“你看我的兒子，回家總
是先寫作業，從來不到處去玩。”客人越
多，她越這樣說。在她經常有意無意的誇
獎下，兒子越來越自覺，果然如她所期望
的那樣，一直都很聽話、懂事，很少惹她

生氣。
親子教育專家還給兒子準備了一個
“成功箱”，裡面裝進了孩子點點滴滴的
成就和進步。成功箱裡的第一件東西是兒
子 1 歲時畫的一幅畫，一根歪歪曲曲的直
線上勾了幾個不規則的圓圈，那是一串冰
糖葫蘆。曾有人問親子教育專家：“這也
能算成就嗎?”親子教育專家自豪地回答
：“1 歲的孩子就知道冰糖葫蘆是由棍跟
圈組成的，就已經很棒了。”兒子上幼稚
園了，親子教育專家為他製作了一個成功
表，兒子的每一個進步都用象徵性的東西
貼上去。如今，兒子的“成功箱”已裝不
下了。
家長要學會關注孩子的優點，展示孩
子的優點。親子教育專家說：“孩子的優
點可以無中生有，可以引導栽培。不是孩
子沒有優點，而是一些家長沒有眼光發現
孩子的優點。”

孩子，你是最棒的
芸芸和蘭蘭住在同一個社區裡，兩人
都剛上一年級，是同班同學。一次數學考
試，芸芸和蘭蘭都得了 98 分。放學回家後
，芸芸興奮地告訴媽媽：“媽媽，我數學
考了 98 分。”媽媽正在炒菜，頭也沒回，
心不在焉地問：“你們班幾個考 100 分的?
”芸芸愣了一下，小聲說：“四個。”
“那你高興什麼呀?下次要考 100 分，知道
嗎?”媽媽提高了聲調。“知道了。”芸
芸應聲，垂頭喪氣地悄悄走出廚房。
蘭蘭告訴媽媽這個消息時，媽媽也正
在做飯。聽了女兒的彙報，媽媽趕緊放下
手裡的活，轉過身驚訝地問：“你說什麼
?” 蘭 蘭 似 乎 被 嚇 了 一 跳 ， 怯 怯 地 說 ：
“我數學考了 98 分。”媽媽笑得特別燦爛
，開心地說：“蘭蘭，你真棒，真優秀，
剛上一年級就考得這麼好。媽媽今晚加幾
個菜慶祝一下。”“我們班有四個同學考
了 100 分呢，我下次一定要考 100 分。”

二戰結束後，美國一對夫婦接到參戰
兒子的電話。兒子在電話裡說，他即將回
到日思夜想的祖國，他希望能帶一個缺少
一條胳膊和兩條腿、但曾救過他生命的戰
友與父母一起生活。父母們猶豫了：“孩
子，你回到我們身邊不容易，不要再讓這
樣一個殘疾人來打擾我們安靜的生活了!
”兒子在那頭默默地放下了電話。
幾天後，這對夫婦接到部隊的來電，
對方說他們的兒子自殺了。焦急的夫婦趕
到醫院，護士揭開蓋在他們兒子身上的白
床單，父母驚呆了：安靜躺著的的確是自
己兒子，但他卻失去了一條胳膊和兩條腿
……兒子的手腕上綁著一根藍絲帶，上面
寫著：“親愛的爸爸媽媽，我愛你們。為
了你們晚年的幸福，我選擇了離開。”
故事講完了，報告會現場傳出低沉的
哽咽聲，不少母親的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
。親子教育專家說，孩子是父母最大的財
富，不論是富裕還是貧窮、健康還是殘疾
，父母都應該堅定不移地支持、幫助他們
。

學會愛的表達至關重要
親子教育專家邀請兩位年輕的母親上
臺參與互動節目。她讓一位母親背面站立
，另一位端坐在她後方凳子上，閉上雙眼
默默感受。“你面前的是小時候的你。那
時候你是不是經常因為一些小事和母親拌
嘴，一次次留給母親無情的背影?”《燭
光裡的媽媽》背景音樂下，親子教育專家
對坐著的母親說。
親子教育專家說，一大早，她就給媽
媽打了電話，祝媽媽節日快樂。她也同樣
收到了兒子的祝福短信。要教孩子懂得愛
，也要學會表達愛。現在的父母總是以成
績的好壞來評判孩子能否成材，這是不正
確的。其實父母們更應該為孩子創造表達
情感的機會，讓他們學會感恩，成績只是
水到渠成的事。

，將來哥們兒可全靠你了!”
第三天，小學班主任魏老
師也來了，她哭了，“江江，
我教過的學生裡你不是最優秀
的，但你卻是最與眾不同的。
你學習不好，可你活得那麼出
色。你發明的那個電動吸塵黑
板擦我至今還在用，老師為你
感到驕傲。”
第四天，屋外沒有了任何
聲音。我擔心媽媽這些天不吃
不喝會頂不住，便躡手躡腳地
走出了門。她正在廚房裡做飯
，我還沒靠前，她就說：“小
子，就知道你出來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吃東西。”
“媽，對不起……我覺得
自己特別丟人。”
媽媽揚了揚鍋鏟子，“誰
說的!我兒子為了上進不吃不喝
，誰這麼說，你媽找他拼命。
”
半個月後，媽媽給我出了
一道選擇題：“A、去一中，本
市最好的高中。B、去職業高中
學汽車修理。C、如果都不滿意
，媽媽尊重你的選擇。”我選
了 B。我說：“媽，我知道，你
會托很多關係讓我上一中，但
我要再‘辜負’你一次。”媽
媽摸摸我的頭，“傻孩子，你
太小瞧你媽了，去職高是放大
你的長處，而去一中是在經營
你的短處。媽好歹也是大學教
授，這點兒腦筋還是有的。”
我是笨鳥，你是矮樹枝
就這樣，我上了職高，學
汽車修理，用院裡一些叔叔阿

姨的話說：將來會給汽車當一
輩子孫子。
我們住在理工大學的家屬
院，同院的孩子出國的出國、
讀博的讀博，最差的也是研究
生畢業。只有我，從小到大就
是這個院裡的反面典型。
媽媽並不回避，從不因為
有一個“現眼”的兒子對人家
繞道而行。相反，如果知道誰
家的車出現了毛病，她總是讓
我幫忙。我修車時她就站在旁
邊，一臉的滿足，仿佛她兒子
修的不是汽車，而是航空母艦
。
我的人生漸入佳境，還未
畢業就已經被稱為“汽車神童
”，專“治”汽車的各種疑難
雜症。畢業後，我開了一家汽
修店，雖然只給身價百萬以上
的座駕服務，但門庭若市——
我雖每天一身油污，但不必為
了生計點頭哈腰、委曲求全。
有一天，我在一本書中無
意間看到這樣一句土耳其諺語
：“上帝為每一隻笨鳥都準備
了一個矮樹枝。”是啊，我就
是那只笨鳥，但給我送來矮樹
枝的人，不是上帝，而是我的
媽媽。
讀完這個故事，你或許會
有所啟發，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這位元母親真的做到了。而
我們的身邊多少家長焦慮煩惱
、唉聲歎氣，像文中的爸爸那
樣對待孩子，他們沒有資格做
父母，因為他們沒有做好準備
。

孩子，
妳不是我生命的全部
寫下這個標題，一定讓很多
人詫異了吧，在幾乎所有的父母
都在對自己的孩子表達無私大愛
的時候，在父母們不厭其煩一遍
遍對孩子說“爸爸媽媽做什麼都
是為了你”的時候，孩子，媽媽
的這種言論無疑是勢單力薄的，
媽媽也許成了別人眼中的異類。

不住朝你發脾氣，但這就是成長
，不是嗎？我不想你一帆風順的
長大，也不想你只做個乖孩子，
你可以偶爾淘氣、任性。所以，
媽媽也可以偶爾朝你發發脾氣，
也可以偶爾宣洩一下自己的情緒
……媽媽身上有很多的缺點，所
以我不會要求你一定完美。

孩子，請你相信，媽媽是愛
你的，但是，我不想把這種愛變
成你的負累。媽媽沒有經過你的
同意，就把你帶到這個紛擾嘈雜
的世界，所以在你還未長大成人
時，在你還沒有力量獨自面對風
雨時，媽媽有義務把你一點點餵
養大，也有義務教會你生活的知
識和本領。

因為你不是我生命的全部，
所以我不會傾盡一切為你鋪平道
路，也不會付出超出爸爸媽媽能
力範圍的金錢為你擇校、就業，
也不會給你買只有富人家的孩子
才配擁有的名貴衣服、玩具。媽
媽的童年只有鄉間小路、花蟲鳥
魚相伴，但是媽媽絲毫沒覺得你
們的童年比媽媽的童年幸福。

在你成長的路上，媽媽的確
付出了太多的時間和經歷，但是
你知道嗎？ 大家看到的是你一
天天長大，你第一次學會走路，
第一次牙牙學語，第一次自己吃
飯……可是，因為你，媽媽也收
穫了太多的人生第一次。媽媽要
感謝你，你讓我第一次體會到了
初為人母的喜悅，第一次懷孕、
第一次分娩、第一次餵奶、第一
次有人摟著我奶聲奶氣地叫我
“媽媽”……因為有你的陪伴，
媽媽的人生才更完整！

因為你不是我生命的全部，
所以我不會花錢給你報無休止的
補習班興趣班，除非你自己願意
。我也不會二十四小時陪伴你，
你應該有你自己的時間，媽媽也
有自己的工作，你的童年不應該
只有爸爸媽媽，應該有更多的小
夥伴的加入。

但是，媽媽不得不告訴你：
孩子，你不是我生命的全部，媽
媽也不是你的守護神。你終將會
長大，你應該有你自己的世界，
媽媽也不會因為你而放棄自己的
人生追求。外面的世界雖然充滿
誘惑和風險，但是它遠比一個小
家庭更值得我們去擁有。在那個
大大的世界裡，你會認識很多不
一樣的人，也會經歷很多從未經
歷過的事情，那些都將成為你人
生最寶貴的財富。
如果你累了，倦
了，想家了，媽媽隨
時張開雙臂迎接你。
如果你膽怯了，
退縮了，請記住：媽
媽永遠在不遠處注視
著你。
在你年紀尚小的
時候，也許媽媽會很
嚴厲，有時候也會忍

因為你不是我生命的全部，
所以我不會強求你必須考第一，
也不會要求你一定出人頭地。爸
爸媽媽這輩子就很平凡，憑什麼
要求你一定超過我們呢？什麼才
是成功？你快樂了，媽媽就覺得
成功了。
因為你不是我生命的全部，
所以我不會要求你一定孝順，也
不會時刻用孝道來綁架你。你可
以雲遊四方，你也可以選擇離開
父母遷居異地，只要你覺得幸福
，媽媽永遠祝福你。
最後，媽媽想說的是，世界
上沒有完美的人，你是如此，媽
媽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