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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教育的“一分鐘”
果父母能把愛說出口，會讓孩
子感到自信並充滿安全感。如
果你願意，可以在睡前或晚飯
後抽出一分鐘，抱著孩子告訴
他，“爸爸（媽媽）非常愛你
”。

一分鐘肢體接觸
如果你比較害羞，那麼多
進行肢體接觸也可以幫助你表
達愛意。下班回家，不妨抽出 1
分鐘摸摸孩子的頭，讓孩子感
受到，“爸媽喜歡和我在一起
”。

一分鐘傾聽

最有力量的教育是：給孩
子真實的生命體驗！
每個人生下來對世界都是
茫然的，是井底之蛙。
學習提問是每一個孩子每

天做的最多的事，因為孩子想
變得更加好，這是一個生命對
自身成長的需求與渴望。
要想讓孩子瞭解這個世界
，就必須增加孩子的見識，去

感受真實的生命體驗。

一分鐘示愛
受傳統文化影響，父母總
是羞于表達對孩子的愛。但如

中國家長喜歡命令，但傾
聽反而最能增進孩子對父母的
信任。聽孩子說話時，一定要
集中精力、態度和藹，不要表
露出不耐煩，也不要隨意打斷
。

一分鐘遊戲
孩子的天性就是遊戲。家
長帶孩子做遊戲，不僅能增進

親子關係，還能寓教於樂。家
長要選擇健康有趣味的遊戲，
如猜謎、下棋等。

一分鐘矯正
孩子犯錯了，父母要及時
花一分鐘明確指出並糾正這些
錯誤。不過矯正錯誤要注意場
合，當著外人的面最好別太過
嚴厲。
一分鐘懲戒
出現欺負同學等嚴重錯誤
，家長首先要表明態度，隨後
明確指出錯誤，並適度懲罰。
懲罰不等於打孩子，關鍵是要
讓孩子感受到錯誤，比如一周
不准看動畫片等。

一分鐘激勵

一分鐘讚美
每個孩子都有閃光點，父
母要善於發現並及時讚美。比
如孩子自己給父母準備了小小
的生日禮物，就可以摸摸他的
頭給予表揚。但注意語調不要
太誇張，免得讓孩子驕傲。

一分鐘參與
孩子有主見，父母要表示
尊重。尤其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比如早上穿什麼衣服、買哪
件玩具等，都應該讓他參與討
論。一家人的共同事項，比如
買車或週末的計畫，也可以問
問孩子的意見，但不能一味順
從。

一分鐘談期待

孩子犯了錯，一定要及時
矯正，但同時也要多給孩子一
些鼓勵，告訴他“知錯能改就
是好孩子，下次繼續努力。”
家長有耐心，孩子才能有信心
。

父母要引導孩子對未來有
期待。可以跟孩子談談自己成
長的心路歷程，引導孩子共同
描繪理想。要注意的是，這種
期待要腳踏實地，不能好高騖
遠。

的眼睛，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那是你的畫，你得管好它。兒
子再次點 點頭，表示同意。他
的臉上已經開始有笑意。孩子
就是這樣，情緒得到認可和宣
洩後，恢復很快的。
不過這還不夠，我得讓他
笑起來。我又問：你覺得你的
翼龍畫去哪裡了？他疑惑地搖
搖頭說不知道。我就開始猜測
：“我覺得呀，有個小朋友看
到了你的畫，哇，太喜歡這個
有翅膀的恐龍了！他把這張畫
帶回了教室、現在正帶著這張
畫回家呢！”兒子馬上接著：
“嗯，說不定他正在和他的媽
媽一起看我的畫呢！”“他媽
媽還驚訝 地說：“這個翼龍畫

的真好啊！”
“你看，你的畫雖然沒有
跟你回家，但是它可能跟著一
個和你一樣喜歡恐龍的孩子回
家了，你的畫讓那個孩子好開
心，你的畫也會喜歡去一個愛
恐龍的家裡，你說對不對？”
說到這裡，兒子已經笑嘻嘻地
了，他是個願意分享的孩子，
把簡單的快樂傳遞給他人是他
的驕傲，我相信他已經不再為
這件小事煩惱了。而我的用意
不僅在於讓他恢復，還在於通
過這些小事和細節，讓他逐漸
領會，人和事物都在變化中，
要學會開解自己的情緒，學會
let it go, let it be,這是學習快樂
的必修課。

給孩子的情緒一個“空間”
下午放學去接兒子，見他
不似平日雀躍，有些沉悶。我
和平常一樣，問了例行問題：
今天怎麼樣啊？
他不太高興：我午休時畫
了一個恐龍，找不到了。那是
個翼龍，很難畫的。
我：是嗎。
他癟著嘴：我很不開心，
我最好的畫找不到了。
我瞭解，其實兒子每天都
塗畫很多張紙，畫各種各樣的
東西、包括恐龍。他不高興，
表面是因為找不到這張畫這個
事實，其實可能是藉口，也可
能是孩子因為自己的粗心和管
理能力不夠而沮喪。他當下情
緒和這張畫的好壞毫無關係。
年齡越小的孩子，越容易因為
自己的無力感、對事物的不可
操控而苦惱，孩子的苦惱更多
地以哭鬧 來表達，孩子口中說
出來的原因往往只是表像。
這時候，同為媽媽的你，
會如何反應？我在 QQ 群裡問了
下，大致可分三類：
第一種：安撫孩子，帶孩

子回學校去找。“走，媽媽帶
你回學校找。”
第二種：不在乎。“不就
一張破紙嗎，丟就丟了，咱回
家再畫！”
第三種：懷疑甚至鬧事兒
。“是不是誰誰拿走了你的畫
？”“這老師也太不負責了，
孩子的畫也不幫著保管！”
在我看來，這三種做法均
有不可取之處。第一種，承認
孩子的不快是接受孩子情緒的
表現，是對的。可是試想一下
，孩子午休時隨心創作的一個
紙頭，對孩子來說有價值，但
是對於其他孩子、老師、清潔
工，就是一張塗鴉過的廢紙，
這張紙很可能已經在某個廢紙
簍裡了，這種情況下，弱化圖
畫本身比較明智。帶著孩子回
去找，表 面看在尊重孩子的感
受，其實是笨拙的做法，只會
強化孩子的情緒、延長孩子停
留在消極的情緒中的時間。第
二種，不妥之處很顯然，那就
是忽視孩子的情緒，試圖把自
己的感受強加于孩子。大人看

來的一張破紙，是孩子寄託了
情感、附加了勞動的成果——
且不說這跟孩子當下的情緒關
係有多大。家長這樣說的結果
多半是：孩子開始哭鬧，大人
接著訓斥，小不快變成大不快
。第三種做法被隔輩老人採用
的比例較高，純屬小事化大，
走上了另一個極端，即：雖然
接受了孩子的消極情緒、起到
了安撫作用，卻同時暗示孩子
不需要對自己的疏忽負責，把
怨氣轉嫁給其他無辜的孩子或
者老師。不客氣地說，這是培
養小無賴的做法。
接著說說我的處理，供媽
媽們討論。我先問了兒子幾個
和那張畫有關的問題：
“哇，你們午休時還可以
畫畫啊，還能玩別的嗎？”
“啊，媽媽忘了，翼龍是
食肉恐龍嗎？”
“咱們家裡有翼龍的玩具
嗎？”
“我怎麼記得你最喜歡霸
王龍？”
……

“你有沒有在畫上寫上你
的名字啊？”
“那你記得畫完了放到哪
裡了？”
在對話中，我觀察到兒子
的面部表情漸漸柔和，他不繃
著了。我試圖用這些問題讓他
知道媽媽在乎他的感受、理解
他的不快，媽媽對他的興趣感
興趣，同時也把他的注意力往
別處引。最後兩個問題則在他
放鬆之後，幫助他回憶、反省
一下到底哪個環節沒有注意到
、才丟了畫。兒子表示他在畫
上署了名寫了日期，但是不記
得午休結 束是否拿回了自己教
室。放學時又想起來就找不到
了。
這麼一來，想必這張畫多
半是留在了午休活動室，已經
被當成垃圾處理了。我提醒兒
子：我猜你把畫忘在了午休活
動室，你覺得呢？他不情願地
點點頭，我趕緊建議：那下回
怎麼辦啊？你是不是得記得拿
回教室、放到書包裡哦！然後
我加重聲音，蹲下來，看著他

孩子最缺失的教育是什麼？
五、現在孩子缺少挫折教
育
因為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使
得孩子很少或幾乎沒有受到過挫折
，這就使得這些孩子在走向社會的
時候，往往經受不了挫折，特別是
當學習或工作壓力大的時候，就會
出現一些不負責任的自殘、甚至自
殺事件。
根本的原因就是小孩就應該讓
他從小就不斷地接受挫折教育，增
強他的抗壓能力，從根本上糾正當
前的孩子怕苦、怕累、不怕死的現
象。
我們先來回答幾個問題：
01. 我們為什麼生孩子？
02. 做為父母我們需要一個什
麼樣的孩子？

六、現在的孩子缺少必要
因為家長從沒有要求孩子去做什麼
的懲戒教育
，很多應該是他們自己做的事，都
由家長代勞了。

所以現在的孩子都缺少自律。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前幾年的時候，
03. 我們應該給孩子什麼樣的
中日兒童的夏令營活動，中國孩子
教育？也就是對孩子最重要的教育
垃圾扔的滿地都是，而日本孩子都
是什麼？或者說教育的核心是什麼
把生活用品收拾乾淨。這是教育的
？
結果，也是目前我國教育的悲哀。
04. 目前孩子最缺失的教育是
三、現在的孩子缺少尊重
什麼？

最缺失的七大教育

教育

要讓孩子知道敬畏、知道尊重
。現在的孩子在家就是小皇帝、小
一、現在的孩子缺少遠大的
公主。幾乎什麼都是他們說了算，
理想教育
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敬畏、不知道什
現在一談到理想教育，就好像 麼叫尊重。
是說教似的，給人一種虛無的感覺
這樣的例子在我們日常生活就
。但理想教育還是必須的，人們都
很多的，整個家庭的一切都是圍繞
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但只憑興趣
著孩子這個中心的。所以現在的孩
那種熱情是有限的。
子有的甚至連生命都不敬畏，都不
只有孩子樹立起了遠大的理想 尊重，那怎麼能讓他們去敬畏這個
，當他決定為某件事情而奮鬥一生 世界、敬畏人生、尊重他人、尊重
的時候，這種動力才是強大的，永 社會呢？
恆的。如果一個人只憑興趣，那種
四、現在的孩子缺少的感
動力對於他來說，絕不是永恆的，
恩教育
因為人的興趣是可以不斷的轉移的
，所以產生的動力只能是在某一階
因為家庭中是以孩子為中心的
段的，而不是永久的。只有樹立了 ，所以他們認為別人為他做什麼都
遠大的理想，才能讓這種動力永恆 是應該，是合情合理的。所以現在
。所以遠大的理想教育還是必須的 的孩子沒有幾個懂得感恩的。他們
。
不懂得感恩父母、感恩社會、感恩

二、現在的孩子缺少的自 世界。
成年後到了社會上他們也認為
律教育
在很多家庭中，往往都會認為
孩子太小了，不要太多的要求他，
這樣做的結果，就使得孩子缺少了
自律的意識，孩子們往往不知道該
不該是自己做的事，這不怪孩子，

別人為他付出是應該，他自己就應
該得到。這種孩子中心的做法，培
養出的是自私的小皇帝和小公主。
那他們以後就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感
恩。

懲戒教育作為一種教育的手段
，在古今中外都有過的，也是留傳
最久的，被很多人所推崇的一種教
育。但近些年了，這種教育的弊端
也顯露的不少，雖然它存在著許多
的弊端，但懲戒教育是教育過程中
必不可少的一種教育方式。
相信很多的運動員都經歷過的
，包括很多的演員，在學習過程中
，某些的動作不論怎麼的糾正就糾
正不過來，但在動作的過程，特別
是在錯的地方只要給他一定的刺激
，他下次就會糾正過來。所以，現
在必要的懲戒教育也是完全正常的
。很多東西單純靠讚揚、欣賞的得
不到的。但這觀點可能與現行的教
育方針不相符，所以慎用啊。

七、現在孩子缺少的責任
感教育
現在很多孩子對任何事都沒有
責任感，原因就在於家庭教育的過
程中，從來沒有告訴過他應該負的
責任是什麼，因為家庭中的一切，
責任都在家長身上，很少有家長會
告訴孩子，在家庭中他應該負什麼
責任，他應該做什麼。
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就是推卸
責任，舉個很小的例子吧，某位家
長看孩子的時候，在牆角碰了一下
，家長這時的做法很多都是去打牆
，說是牆的不對，來哄孩子，這就
是最典型的推卸責任。而在現在的
家庭，更多的是把責任推給別人，
而不告訴孩子應該負有什麼責任，
像這樣教育出來的孩子，將來在社
會上能真正地負起社會的責任嗎？

梁啟超教育孩子的 10 句話
1 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至於將來能否大成，大
成到什麼程度，當然還是以天
才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
文正兩句話：‘莫問收穫，但
問耕耘。’將來成就如何，現
在想它作甚?著急它作甚?一面
不可驕盈自滿，一面又不可怯
弱自餒，盡自己能力做去，做
到哪裡是哪裡，如此則可以無
入而不自得，而於社會亦總有
多少貢獻。我一生學問得力專
在此一點，我盼望你們都能應
用我這點精神。”

“能做成一部“審美的”
遊記也算得中國空前的著述。
況且你們是蜜月快遊，可以把
許多溫馨芳潔的愛感，進溢在
字裡行間，用點心去做，可以
極有價值的作品。”
—— 1928 年 5 月 24 日，
致梁思成、林徽因感言：梁思
成與林徽因結婚後，去歐洲度
蜜月。他們的蜜月之旅浪漫而
溫馨，他們每去一個地方，都
是有目的考察。歐洲的經典建
築，讓他們體會到了建築藝術
的博大精深，這是一次空間的
穿越，更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
學術遊歷。這種結婚旅行，比
當下單純為了新奇和時尚的觀
光旅遊更有意義。梁啟超書心
裡指導他們寫遊記。

——1927 年 2 月 6 日感言
：梁啟超用曾國藩名言教育孩
子，“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這句話意在說明，我們做事
，不能只想著回報、酬勞，更
4 做人要有幾分“孩子氣
要想著把事情做好，耕耘好自
己的一片天地，自然會有好的 ”我說你“別耍孩子氣”。
這是叫你對於正事——如
結果。
做功課，以及料理自己本身各
2 不要填鴨式的教育
事等——自己要拿主意，不要
“學習不必太求猛進，像 依賴人。至於做人帶幾分孩子
裝罐頭樣子，塞得越多越急， 氣，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時
不見得便會受益。”感言：梁 還“有童心”呢。
啟超反對填鴨式的教育，他在
——1925 年 7 月 10 日
書信中說的最多的是安慰、勸
《致孩子們》感言：梁啟超說
解的話，很少給孩子們提出什
有兩種孩子氣，一種是任性、
麼具體的學習的目標。與子女
耍小孩子脾氣;另一種就是我
做朋友“我晚上在院子裡徘徊
們說的童心童趣。
，對著月亮想你們，也在這裡
5 做學問總要“猛火熬”
唱起來，你們聽見沒有?”
和“慢火燉”交替迴圈
感言：100 年前的中國是
“凡做學問總要‘猛火熬
什麼模樣，怕難於想像，從那
些舊照片中我們看到的是長辮 ’和‘慢火燉’兩種工作迴圈
子、三寸金蓮、長袍馬褂和那 交互著用去。在慢火燉的時候
無一例外的呆滯的眼神。而此 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
時的梁啟超在給兒女的信中稱 而實有諸己。思成你已經熬過
呼 自 己 的 孩 子 “ 寶 貝 ” 、 三年了，思成你已經熬過三年
“baby”，梁啟超教育孩子最 了,這一年正該用火燉的功夫
大的一個特點就是與孩子們做 。”
朋友。梁先生給兒女們的信比
——1927 年 8 月 29 致孩
孩子給他的信多很多，作為父 子們感言：猛火熬和慢火燉，
親，親自給孩子們寫信，親自 就是要我們處理好學習知識和
與孩子們交談，與他們談學習 消化知識的關係。
，交友，戀愛，生活，政事等
6 做官不是安身立命之所
等，梁先生將每一件事娓娓道
做官實易損人格，易習於懶惰
來，沒有家長作風，又與今日
與巧滑，終非安身立命之所。
的家長拉開多大差距。
——1916 年 10 月 11 日 致
3 做家長要有趣味，養出
梁思順感言：每個家長都有很
的孩子才能有趣味
多自己悟到的人生經驗傳給自

己孩子，梁啟超再給女兒梁思
順的信中說，做官容易讓自己
的人格受損，容易讓人養成懶
惰和巧滑，不是能夠安身立命
的領域。梁啟超應該很不願意
自己的孩子做官吧。
盡責盡力，就是第一等人
物
“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
只要在自己的責任內，盡自己
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
—— 1923 年 11 月 5 日
《致梁思順》感言：梁啟超教
育孩子，盡職盡責就是第一等
人物，這個標準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是非常高的要求。很多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幹
大事、創大業，其實人首先要
做的就是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一個不懂得承擔責任的人，即
便做成大事，也會很快失敗。
我對於你們的功課絕不責備莊
莊今年考試，縱使不及格，也
不要緊，千萬別要著急，因為
他本勉強進大學。你們兄妹各
個都能勤學向上，我對於你們
的功課絕不責備，卻是因為趕
課太過，鬧出病來，倒令我不
放心了。
—— 1928 年 5 月 13 日
《致梁思順》感言：當女兒梁
思莊剛到國外學習，一時無法
適應，梁啟超在信中寫道：
“至於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
麼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
總要把牆基越築得厚越好。
” 可見梁啟超關注的是孩子
的基礎是否牢固，而所謂的成
績和分數，不過是表面的東西
。通達、健強的人生觀，是保
持樂觀的要訣我有極通達、極
健強、極偉大的人生觀，無論
何種境遇，常常是樂觀的。
——1928 年 5 月 13 日
《致梁思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