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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這 8 個原則，

讓孩子心悅誠服

一位媽媽向我慨歎：當
媽的都像我這麼累也夠煩的
……我追問了她一個問題：
你說怎樣不累呢？
而大多數的家長呢，對
孩子、對教育，缺乏一個持
久而深入的理解。猛然意識
到，趕緊管一下，看到孩子
不如意的地方，就開始憂慮
孩子十年後的高考，十五年
後的婚姻，以及二十年後的
事業……
而這個憂慮本身，就會
毀掉孩子的未來。家長之所
以憂慮，是因為一直在間歇
性地關注孩子，孩子有問題
，就關注多一些，沒有明顯
的問題，便關注得少。對孩
子的教育，缺乏一個宏觀的
掌控，對於該做什麼，不該
做什麼，做得夠不夠，自己
心裡也沒底。因此，對孩子
未來的發展走向，就缺少了
一份確信。不確信，就會慌
張。
為什麼許多媽媽沒有確
信與篤定呢？
許多媽媽，結束了讀書生
涯，有了工作，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達到了一種表面
上的“圓滿”，便放棄了自
我探索。生活遵循“最安逸
原則”，看上去悠然自在，
輕鬆灑脫，生活穩定，令人
羡慕。
其實，很多人生議題並
沒有完成，而是擱置在那裡
。打個比方，這很像“成長
的斷崖”。很多媽媽自認為
選擇了一條安逸的路，結果
卻被動地陷入煩惱的泥沼。
到頭來，付出的不是更少，

而是更多。
我有很多年長我十歲左右的
朋友，我們常常在一起聊天
，也會說到她們同齡人的狀
態。發現這個年齡的人，特
別容易往兩個方向走，要麼
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有魅力
；要麼視野越來越窄，與外
在世界非常疏離。一位犀利
的女作家甚至用“四十歲死
，八十歲埋”來描述這種狀
態，讀來讓人倍感淒涼。
我們的人生地圖，至少
要通過三組關係來定位，分
別是與自己的關係，與他人
的關係，與世界的關係。如
果我們不想再繪製“人生地
圖”，那麼，也有很多逃避
的辦法。最簡單的辦法，就
是退縮，並保持現狀。
許多人不接納自己，常
常會自我否定和自我攻擊，
卻放棄了內在探索，而選擇
忍耐和逃避。面對人際關係
中存在的障礙，不是去化解
，而是把人際關係簡化，有
的索性只剩下親人關係。在
家人面前，就算任性為之，
也會獲得包容。對世界的看
法，則保持不變，不再對世
界產生好奇。
許多媽媽埋頭于柴米油
鹽的生活，最大限度回避了
這三組關係。派克的另一句
話，說得言簡意賅：規避問
題和逃避痛苦的趨向，是人
類心理疾病的根源。
如果說，大部分情況，
我們都可以逃避的話，那麼
，孩子的到來，則讓媽媽們
無處可逃。親人和朋友會包
容我們，但孩子只是憑天性

和直覺生活，親子關係不是
完全對等的人際關係。我們
的情緒和成熟程度，我們對
生命的理解和態度，我們處
理親密關係的能力，被這個
小生命映照得一覽無餘。
有位媽媽感慨：我現在
才理解“孩子是天使”這句
話，如果不是養育他遇到困
難，我不會去探索，不會深
刻反思自己的成長歷程和思
維模式。現在，我的生命在
走向開闊，這是孩子帶來的
改變。
如果我們抗拒成長，就
會把成長的任務轉嫁到孩子
身上。如果我們不能接納自
己，對自己不滿意，就格外
需要一個令人滿意的孩子。
如果我們不能處理好親子關
係，心中就會有一個“理想
小孩”的形象，希望孩子主
動符合我們的期待。
於是，幾乎和孩子綁定
在一起，共進退，同悲喜。
孩子被老師誇獎了，這一天
就非常愉悅；孩子考試考砸
了，心情頓時灰暗下來。如
此一來，孩子就會變成人生
最大的“創可貼”。一個孩
子，很難擔負兩個人的成長
任務，這樣的狀態，註定會
出問題。
選擇與孩子一起成長，
意味著我們要重新審視三組
最基本的關係，要面對人生
的問題，尋求答案，完善自
我。我們並非過了 18 歲，便
是真正意義上的成人,在某些
時刻，我們只是大號的孩子
。我們成長中積累了很多暗
傷，許多成長任務並沒有完
成，與孩子相處，這些問題
再次浮出水面，這也是很好
的線索。當我們感到困頓、
力不從心的時刻，不妨停下
來，看看到底是什麼阻
礙了我們。
當我們不再逃避，
勇敢面對問題，也意味
著離開心理舒適區，進
入不確定的狀態。世間
最美的花朵,都開在最艱
辛的枝頭，成長就是一
個破繭成蝶的過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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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意味冒險，也伴隨著苦痛
，這也是我們回避成長的最
主要的原因。
這個過程，會有煎熬，
也會迷茫和焦慮，但只要我
們堅持思考，終究會找到解
決的途徑。面對困惑的時候
，閱讀會打開一扇窗，我們
有必要瞭解一些心理學方面
的知識。慶倖的是，現在通
俗心理學著作的品質越來越
高。我們會發現，每個問題
解決之後，我們的人生都變
得更通透，更順暢，不會再
被同一塊石頭絆倒。而每個
困境背後，都隱藏著人生的
禮物。
我始終覺得，教育的方
法和技巧，只是孩子成才的
冰山一角。有時候，孩子的
教育，拼的是功底，拼的是
父母的處世態度和人生感悟
。也就是說，父母的整個人
生，都會參與到教育中來。
從目前的現狀來看，媽
媽承擔的教育責任更重一點
。所以，我總是勸媽媽，人
到中年，路要越走越寬才好
。低到塵埃裡，洗手做羹湯
，本來是很幸福的事情。但
是，僅僅懂得柴米油鹽，會
離孩子的精神世界越來越遠
。
教育孩子的王道，是執
著地栽培自己。最理想的狀
態——孩子懂的，我們懂；
孩子不懂的，我們也懂，至
少，我們要與孩子有交集。
這個漫長的求索過程，既是
為自己，也是為孩子。孩子
的起點，是父母的肩膀。如
此說來，孩子永遠不會有相
同的起跑線。
所以，我敬重那些勤奮
好學、不放棄自我成長的父
母。

避免陷入親子教育誤區
溝通是培養良好親子關係的關鍵
因素之一，有一些雷區你可能不斷地
觸碰卻並不自治。那麼要怎樣才可以
和孩子溝通得更好呢?下面小編總結
了一些親子溝通問題的盲點，希望能
引起家長和老師的重視。
首先，父母對孩子的認識和理解
影響親子溝通。
關於“孩子最喜歡什麼”這一問
題，有調查顯示 23%的家長完全不知
道孩子最喜歡什麼，17%的家長 籠統
地認為孩子最喜歡玩。其餘受訪者的
回答也不能讓人信服，大都回答諸如
喜歡看報紙、看電視、逛街之類的日
常喜好。而回答喜歡畫畫、小發明之
類的答案只占 了 10%左右。
其次，父母的人格修養影響著親
子溝通。
這其中包括父母的價值取向、個
人學識與能力，以及個性品質等多個
因素。關於“父母與孩子溝通的方式
”這一 問題，調查顯示有 88%的家長
用談心的方式與孩子溝通;5%的家長
只是說教;還有 3%的家長在帶孩子逛
街時談心。調查發現，有的家長甚至
採取“溝通不好就 打人”的粗暴行
為，這只會讓孩子說假話、品質不好
，他恰恰忘了孩子的這些缺點正是他
行為粗暴、常常訓斥孩子所帶來的
“副產品”。
最後，父母的誠信狀況影響親子
溝通。
信譽是溝通的重要條件，與孩子
的溝通需要本著誠信的態度。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師，父母的一舉一動
孩子都會去模仿。你要求孩子說話算
數，你對孩子首先就該信守諾言。如
果確實無法實現對孩子的承諾，也一
定要向孩子說明原因。
親子教育法則一：孩子生氣時，
父母要保持冷靜
孩子火冒三丈時，父母可千萬別
跟著激動，否則接下來只會吵得不可
開交。此時父母的最高行為原則是：
孩子越火，父母越冷。
親子教育法則二：批評孩子的行
為，而非人格特質
告訴孩子，他有些地方做錯了。
當父母批評行為本身，孩子知道他只
要改進行為，就有可能改善他在父母
心目中形象。父母如果對孩子說“你
這個笨蛋!”“你這個不爭氣的人!”
孩子就會認為，父母對他這個人有成
見，可能打消了改變的念頭。
親子教育法則三：當孩子分享心

事時，不要做出早就瞭解的模樣
處於青春期的孩子認為自己的感
受是獨特而唯一的，所以當大人一眼
就看穿他們的行為動機的時候，孩子
就會覺得無趣而且不愉快。當孩子好
不容易有了一些成長的心得，父母應
該積極配合，站在孩子的角度來聽孩
子的心聲。
親子教育法則四：尊重孩子的隱
私
孩子希望受到尊重。因此，父母
應該給孩子一些空間，允許他們保有
自己的隱私，偵查舉止會破壞孩子對
家長信任。父母和孩子可以制訂一個
專屬的“孩子的隱私合同”，寫下什
麼事情父母可以知道，哪些事情屬於
孩子的隱私。
親子教育法則五：當顧問，不當
領導
在與青春期孩子溝通時，父母說
話時的語氣十分重要。如果用命令口
吻，可能會吃閉門羹，換一種語氣就
會更貼近孩子的內心，如“我建議你
可以考慮……”。
親子教育法則六：不說“但是”
有些父母常希望和孩子交流，於
是他們耐著性子聽完了孩子要說的事
，接下來就說：“我瞭解你的意思，
但是你的想法是錯的。” 父母使用
“但是”一詞，會讓孩子漸漸感受到
父母並為未認真傾聽自己，不過擺姿
態，從而厭倦交流。家長可以用“如
果……會更好”句型來取代“……但
是……”。
親子教育法則七：澄清語意的溝
通法
孩子很容易對父母的意見有過多
錯誤的解讀，因而造成不必要的情緒
反彈。為了避免這樣的誤會，父母可
以用一個很好的溝通方式，就是做語
意 上 的 澄 清 —— “ 我 的 意 思 不 是
……，我的意思是……”。
親子教育法則八：做建設性的批
評
孩子行為不當時，父母應使用建
設性的批評技巧來開口，以成功地協
助孩子矯正行為。例如，孩子早上出
門，來不及吃早飯。建設性的批評做
法，則應該是談事件、感覺、期望和
好處。如“你今早出門沒吃早飯。我
很擔心，你這樣做會傷身體。我希望
從明天開始，你每天都吃早飯，這樣
一來，你就更有精神，也能長得更高!
”

親子教育：理想的親子關系到底什麼樣？
如今不少“70 後”“80 後
”的新型家長，往往視子女為
家庭中平等的朋友，很尊重他
們，平起平坐。很多家長認為
，在家中擺出一副家長神聖不
可侵犯的絕對權威模樣，是陳
舊過時的思想。與孩子平等，
才是現代做法。

絕對平等的
親子關係是失衡的
近年來，教育工作者接觸
到越來越多“新型家長”。過
去的部分家長可能會把自己的
願望強加到下一代身上，對孩
子百般溺愛，想方設法滿足他
們的一切要求，進而為孩子帶
來巨大的壓力。
現在的“70 後”“80 後”
家長群體中，這樣的家長越來
越少了。“新型家長”們會更
客觀地認識自己孩子的優勢和
不足，在課業成績之外，更著
眼於他們的身心健康、和諧發
展。“新型家長”的出現給學
校教育帶來了新的要求和挑戰
。
在我看來，良好的親子關
係固然不是家長大包大攬、說
一不二，坐擁絕對權威，但現
在很多年輕父母往往忽視的是
，良好的親子關係也不應該是
雙方平等得像哥們兒、朋友一
樣。
所謂理想的親子關係，是

孩子在取得些許的成就時，願
意將成功的喜悅為父母分享，
在遇到困難和挫折時，願意且
能夠得到父母中肯、有力的指
點和幫助，其中的交流、分享
應該是平等的，但是家長給予
孩子的應該是更為全面、深刻
的道理，是能夠使孩子啟智受
益的思想。
這樣的經歷不論對孩子還
是家長都是十分寶貴的，這實
際上是家長和孩子相互影響、
共同成長的過程，其中，家長
的表現越出色，在孩子心目中
的形象就越高大，從而形成孩
子對家長的高層次信賴，這種
高層次的信賴反過來激勵家長
更為優秀的行為和表現。
親子之間相互信賴，共同
成長。很多人所宣導的“平等
”關係，其實可以是親子之間
心態上的平等，但並非學識經
驗上的平等，絕對平等也是一
種失衡的親子關係。家長要努
力成為孩子溫馨的懷抱和仰望
的力量。

健全人格
是人持續發展的基礎
良好的學習生活習慣，對
學生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如
果一個學生他學習時專注程度
高、鑽研精神強、並且善於總
結反思，那他就能實現高效、
優質的學習。如果一個學生擁

有良好的生活習慣，有較強的
自理能力，有廣泛的興趣愛好
，他的學習生活一定是充滿情
趣，豐富多彩的。
如果一個學生擁有良好的
品行修養，積極向上、善良包
容、大氣謙和，他和同學一定
相處得很愉快，能收穫友情帶
給他的快樂；收穫師長的讚揚
帶給他的自信，能獲得更多的
機會歷練成長。相反，一個斤
斤計較、以自我為中心的學生
，往往總是在不滿，在抱怨，
一個總是為負面情緒所左右的
學生，是不可能健康、快樂的
成長的。
健全人格是人持續發展的
基礎。其要素有：
1.知覺現實的能力：現實的
眼光，對自己合理的認識。認
識自己的優點，接納自己的不
足。
2.情緒的調節能力：能分析
、解決遇到的問題，不失控。
3.人際交往能力：接納別人
，與有不同見解的人友好相處
4.自我廣延能力：持續學習
，參與社會，貢獻社會。

家長要在
這些方面指引扶持孩
子
1.努力讓孩子經常對父母感
到敬佩
有的學生出了問題，我們

在和家長溝通過程中，家長就
會訴苦，孩子要什麼，家裡就
給他什麼，我們給他創造了多
好多好的條件，為什麼他還是
不努力？其實，家長要看到，
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未必是孩
子最需要的東西，家長所能給
予孩子最寶貴的是思想品格。
比如，家長本身的言行舉
止，為人處事方式，對待長輩
同事朋友的態度，個人修養習
慣等，都對孩子的影響非常大
。那些能夠主動站在別人的角
度思考問題，跟同學相處非常
友好的學生，他的家長大多也
十分通情達理。有些學生閱讀
面很廣，對某些問題專研的很
深，家訪中我們發現往往這些
同學家裡有許多藏書，從小就
養成了讀書的習慣。
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如果
能養成非常好的習慣，做很多
事都能夠事半功倍，比如，孩
子守時守信的習慣、認真專注
的態度、有條理有計劃的做事
方式，都會對他的學習有所助
益。這些習慣的養成並不是到
高中一下子形成，在孩子成長
過程中，家長幫助孩子養成良
好的習慣是最重要的。
2.善於發現和保護孩子的興
趣特長
培養興趣特長並不是一味
給孩子報班。現在有一些家長
望子成龍，為孩子報了很多補

親子教育-《孩子為什麼會害怕》
在成人眼中再正常不過的事
，對於小孩來說，可能是不得了
的大事。家長們別感到疑惑，這
是孩子都會有成長經歷。現在就
為你解密孩子為什麼會害怕。
在孩子的成長歷程中，總會
有很多自己無法想明白的事情。
尤其對於 2-3 歲的寶寶來說，生
活中太多的奇怪現象令他們不解
了，在孩子的內心世界裡，只有
爸爸媽媽，只有自己周圍的人才
是最值得信賴的，對於出現的一
些異常，寶寶總是表現出很激烈
的反應，也許在他們看來這一切
都不是正常的，那麼對於孩子的
這些行為舉動是否給與認可呢，
請看專家帶來的關於孩子成長物
語中的點滴分析吧。

現象 1，為什麼叔叔要抱我
親我呢?很多寶寶對於陌生人的
親熱很不情願，認生的心理很明
顯。對待怕生的寶寶，千萬要尊
重他的選擇。他不想讓陌生人抱
，就不要勉強他。爸媽可以將寶
寶抱在懷裡，在他離陌生人有一
定距離的情況下和陌生人聊聊天
，讓他慢慢適應那些陌生的面孔
，一點點地接受陌生人。平時可
以多帶寶寶外出玩耍，每次出去
都主動跟鄰居朋友打個招呼，讓
他有更多機會接觸陌生人，幫助
他逐漸消除對陌生人的恐懼心理
。
現象 2，小花貓那麼看著我
要咬我?害怕小動物是很多孩子
天生的性情。如果寶寶害怕小動

物到了很過分的程度，可以給他
買一些有關小動物的圖書、光碟
，讓他通過這些瞭解更多有關這
些小動物的知識，這樣可以幫助
他消除恐懼心理。平時還可以給
他多一些接觸這些小動物的機會
，嘗試給小動物餵食、觀看它們
玩耍、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去摸
摸小動物等等。隨著寶寶長大，
他會逐漸接受小動物，他對小動
物的恐懼心理也會隨之煙消雲散
。
想像 3，睡覺為什麼要關燈
呢?對黑夜的恐懼是孩子心理的
正常反應。因為什麼都看不見，
隨著寶寶生活經驗增多，想像力
日漸豐富，很多寶寶都會對黑暗
的環境無端地生出許多怪異的想

像，並因此恐懼萬分。因此，爸
媽平時不要給寶寶講情節恐怖的
故事，睡前不要用“你再不睡，
大灰狼就會吃了你”“你再不睡
，員警叔叔來抓你了”之類的話
哄寶寶入睡。
解析以上寶寶成長物語中的
點滴小事，利於家長合理的對這
些事情科學的處理。要知道，對
於孩子來說，一切都存在著不解
，很多事自己都無法理解。因此
，此時父母對待孩子方法是否合
理就很重要了，這關係到孩子性
情的走向，是影響到孩子未來對
事物的正確理解的問題了。因此
一定要重視。

習班，強加給孩子很多所謂的
興趣愛好。其實，當強度超出
孩子年齡可承受範圍，就不僅
不能培養孩子的興趣，反而容
易把孩子本身有的一些興趣扼
殺了。
從當下教育改革的趨勢來
看，今後的教育將更關注每個
孩子的個性特長和潛能激發。
如果孩子有自己的興趣愛好，
家長要善於發現呵護，並做適
當的引導和支持，但絕對不要
揠苗助長或者強迫為之。當家
長以自己的意志代替學生的意
志，這個孩子非但原有的潛能
不能被開發出來，還會被破壞
。
無論對於成人還是孩子來
說，擁有一項興趣愛好，他的
生活品質是會不一樣的。進一
步而言，現在提倡生涯規劃環
節前移，如果孩子能夠儘早發
現自己的興趣所在，那麼他的
學習生涯乃至於未來的職業生
涯都將充滿幸福感。

3.積極參與學校的教育活動
家長應該和學校之間保持
良性互動和溝通，家校溝通不
應簡單理解為孩子出了問題，
老師請家長。家長應該和老師
站在同一立場上，彼此之間互
相理解信任。專業教育工作者
為家庭教育提供專業指導和建
議，家長積極支持配合學校的
教育教學。
家長應該是學校非常重要
的教育資源，我們學校會設計
一些積極的家校互動環節，諸
如迎新晚會、18 歲成人儀式等
都會邀請家長參加，並把家長
放在活動中比較重要的環節。
家長的參與豐富了學校的
教育資源，提升了學校的辦學
品質，同時，讓家長更瞭解學
校，更瞭解學生，從而實現更
良性的互動。相信未來，家校
之間的互動，不論是形式還是
內容會越來豐富，越來越具實
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