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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养儿育女绝非易事，如何正确引导和
培养孩子，父母也需要时时学习。海师附
中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惠君老师，是
我省心理健康教育特级教师，各种各样的
父母时常带着各种各样的家庭教育问题
向她求助。有些父母遇到的教子问题，具
有普遍性，为了让更多的父母也能从心理
健康教育中受益，教育周刊今起开辟栏目
“惠君信箱”，如果你关于教育子女也有化
不开的心结，也有说不完的烦恼，欢迎致
信惠君信箱，让我们一起来解决教育难
题，让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长。

当焦虑妈遇上叛逆女
惠君老师：

您好！
请您帮帮我，我女儿快让我崩溃了。我的

女儿今年16岁，正在某校读高一。因为家庭条
件不好，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一直很严苛，总觉得
要刻苦读书才有出路，一切与学习无关的活动
都被严格限制。又因为养的是女孩，我总担心
她会被坏人欺负，或者谈恋爱了。所以，一般不
允许她出去玩，不给她手机使用的自主权，看到
她跟一些不爱学习的人在一起，就让她跟这些
小伙伴绝交。小时候我女儿善良活泼且学习成
绩很好。但现在经常阴着一张脸，我们都不敢
惹她。最近因为不让带手机，不允许她跟不学
习的小伙伴一起玩，一向乖巧听话的她终于爆
发了，狂怒中用各种难听的语言咒骂我们，甚至
扬言不想上学了。我和她爸都懵了，不知道孩
子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我们该怎么办？

一个走投无路的妈妈

家长您好！
汝家有女初长成，身为有子女初长成的家

长，是难免有些忐忑不安的。你们和女儿如今
势同水火的关系，在许多有女有子初长成的家
庭里，或多或少都上演过。只是您的反应更为
强烈，面对青春期孩子的反叛，您的管教太过严
苛，您显得更为焦虑。而这份焦虑正是激化矛
盾的主因。

首先，请放松紧拽着女儿的手。请你站在
孩子的角度体验一下她的感受。哪一个青春期
后的孩子，会喜欢父母如此严苛的管教？如果
你们一直控制孩子的生活，借安全之名，人为地
干涉她与同伴的关系，让她在学校无法融入同
伴团体，在家备受压抑，她会觉得人生是不值得
过的。

健康的亲子关系，应该是随着孩子年龄的
增长，父母不断地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更大世
界，尝试不同的生活体验的过程。否则，关爱就
成了束缚，管教就成了压抑。

第二，请尊重女儿的朋友。青春期的孩子
最看重的是同伴关系，最不能容忍的是父母批
评她的朋友。如果您能尊重她的朋友，真诚感
谢这些朋友给她一份归属感和宣泄的出口，引
导她去关注每个朋友身上的正能量，学会取长
补短，学会交益友和做他人的益友，则能促进孩
子青春期友谊的建立，又可以拉进亲子关系。
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请多聆听少说教。没人喜欢听唠叨，
如果你一直唠唠叨叨地说教，孩子是会很烦躁
的。唯有聆听，才能听懂孩子言行背后的情绪，
她之所以扬言不想上学，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求
助，她在表达一种情绪，或许是学习上遇到困
难，或者是人际关系出问题，或者是与老师相处
不愉快，如果您能用心聆听询问，您一定能听到
孩子的心声。

第四，多给方法少强调困难或危险。凡事
利弊兼有，要引导孩子多去关注事物正面的意
义，与其强调家庭条件不好，不如鼓励她更加努
力和独立；与其担心社会的不安全，不如趁机教
给孩子应对方法，锻炼和增长孩子的自理自护
能力。让她在经历中明白，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第五，丰富生活情趣，有效化解焦虑。感觉
您全部的心思都在女儿身上，完全没有了自己
生活。这样的孤注一掷会增加您的焦虑也让孩
子抓狂。建议您把花在女儿身上的时间，收一
些回来充实自己，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兴趣爱好，
阅读、书法、唱歌、运动、厨艺均可，把焦虑转移
到有趣的事物上。当父母的生活足够丰富精彩
时，孩子的生活也才能丰富和精彩。

综上所述，当你不再紧张焦虑在盯着女儿
不放时，或许你的女儿也将告别叛逆，变得更自
主更积极。祝福你们！

李惠君
2016年6月25日

■ 刘群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来到英国
一年半了。女儿对学校和同学的了
解，也日益加深。这给她带来进步的
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困惑。

一天，她放学回到家，情绪很低
落。我问是怎么回事？她说，她的同
学，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因为怀孕退
学回家了。我吃了一惊，他们这些十
一年级的孩子，都只有15岁！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按照我们
中国人的想法，怎么也应该把胎儿打
掉，换个环境，重新开始生活。但是，
女儿告诉我，这个同学在脸书上说了，
她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做个勇敢的单
身妈妈。

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我问女
儿如何想这件事？女儿很为这个同
学惋惜：她本来可以升高中、上大学，
有更好的人生；也为她担心：难道将
来就依靠社会福利生活吗？同时又
很愤怒：那个可恶的导致她怀孕的男
生，竟然还在同学中到处炫耀，真是
无耻之致！

按说，这种事本来不该发生。这

里对于中学生的性教育，是相当深入
的。上学期，十年级学生有专门一天
进行性教育，老师们讲得开诚布公，
还让学生自己讨论，如果怀孕会怎样
改变自己的人生，能不能接受怀孕，
等等。

我还以为，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
们会完全避免这一类的不幸。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少女妈妈在英国是个
普遍的社会问题，多年来并未得到根
治。诚然，高福利政策可以使她们基
本生活无忧，但她们的人生从此被打
乱，不能在最好的年华里奋斗、上升，
无可奈何地沦入社会底层，这无论如
何都称不上一件好事。

而在这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
严重的事情，更加令我震惊。

我女儿参加了一个户外徒步野
营的活动，这个活动在英国中学里
相当普及而且很受重视。基本内容
就是几个中学生结为一组，自备行
李食品，按照规定的地图，自行寻找
路线和营地，在野外独立解决伙食
和宿营。能够完成任务的，可以获
得相应的奖章，这个在当地中学和
大学都比较受尊重的奖章叫做“爱

丁堡公爵奖”。
本来，这是件极好的事情。我们

很高兴她参加这个活动，而且相信以
她在国内坚持游泳七八年所塑造的体
格，一天负重走个十几英里也是没有
问题的。我们特地给她添置了背包、
睡袋，学校免费给学生提供了帐篷、汽
油炉、地垫等，还组织学生进行了一次
演习。出发头一天，女儿自己去采购
了所需的食品，打好了背包，那背包足
有半人高（帐篷等公用物品是拆开由
大家分头携带的）。

第二天清晨，女儿出发了，他们一
天走了10英里，顺利到达宿营地。第
二天又顺利返回。等女儿到了家，我
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路上吃得怎么
样？睡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女儿对我说，一切都好，只是发生了一
件意想不到的事。

在她的小组里共有6个学生，4个
男生，2个女生。这4个男生当中，有
两个是英国当地人，一个美国人，一个
哥伦比亚人。大家在路上走累了，就
坐在草地上休息，围成一个圈，说说笑
笑的。

这时候，突然有个英国男生拿出

了一支大麻，点着了，自己吸一口，递
给下一个人。大家就这么一个接一个
的，自己吸一口然后递给下一个。女
儿被惊呆了，她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
走开已经来不及，那支大麻已经递到
她手上。她缓了缓神，直接把它递给
下一个人，然后尽量自然地笑着说：

“对不起，我不吸。”那支大麻在他们中
间轮了几个圈，女儿每次都直接把它
递下去……

就这样，除了她，其他人都吸了这
个大麻。而据她事后了解，多数人是
第一次。

听女儿说到这里，我的心跳几乎
停住了。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事情！
我问，老师呢？老师没有看到吗？女
儿说，按照规定，随行的老师至少在一
英里以外，只是用手机定位他们的位
置，防止他们走失，老师既不会靠近，
也不会参与他们的活动。

我摸了摸女儿的头，由衷地赞了
一句：“孩子你是好样的……”

虽然女儿抵制了诱惑坚持了原
则，但这件事也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困
惑。她虽然之前也接受过毒品教育，
知道那东西是违法的不能碰的，但一

直以为那是离她很远的、藏在社会阴
暗角落的东西。她想不通为什么那个
看上去健康阳光、成绩优秀的男生竟
然拿出了大麻？他甚至和她一起被选
为学生代表去参加学校的新生招募
会，而且在老师同学中间都是那么受
欢迎？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该如
何解释。我只能再三强调，清者自清，
无论何种场合何种诱惑，毒品是一定
不能碰的。

这个问题，后来女儿的导师——
一位年轻的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律师给
她解释说，在英国，无论是上层人士还
是中产阶级，很多人都尝试过毒品。
她本人在上大学的时候，不止一次见
过有人吸毒，但她始终没有沾染并以
此为傲。她对女儿说：“我们寻求快乐
有很多方式，何必要用毒品来麻醉自
己呢？”

英国的校园不是世外桃源。而
在那些脱离了教师视线的角落，诸
如性、毒品等时刻威胁着孩子的身
心健康，而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在内
普遍对此缺乏办法，这真是让人揪
心的一件事。

英国校园里的困惑域外传真

■ 徐月贵

作为老师，我们常常徘徊在过失
与收获中，体验着成绩的喜悦与不足
的挫败。因为，教育本身关乎太多太
多复杂的东西。

我们班，就有六七位这样的孩子：
成绩极为糟糕，数学连加法都弄错。
我教语文，他们每一回的听写从未及
格，甚至写不出一个字。他们每一次
的作业都写得歪歪扭扭，潦草得一塌
糊涂，欠交严重。很难想象，我现在可
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他们！这要
在20年前，自己的学生听写不及格，
意味着什么？是我这位老师脸面尽失
呀！毕竟，当管班不行，教学不行的辞
令降临在老师的身上，那种酸楚和苦
涩可不是好滋味。

为了后进生，想尽了种
种办法

但一件真实发生的例子，彻底颠
覆，并深刻影响着我对教学的认知。

1995年，我遇到一个状况极其不
好的学困生，本着不放弃，不落下的原
则。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时，我罚他重
写，由于听写不及格，我让他再写。为
了逼迫他学习，我罚他冲厕所，抄课

文，让他单独处理教室卫生。有时放
学了，还把他留下来，让他把每一次单
元测试的试卷完完整整地誊写。我深
深地知道，他要是及格了，班级的及格
率就可以达到100%，而这个100%，
意味着头顶的光环，意味着我的功劳
和业绩。

为了后进生，我不仅完成了分内
的任务，甚至超出了学校不要求的职
责，在创造性地发明破解和转化差生
的办法。

我做了许多努力，他的分数的确
有所提高，但离及格仍是遥远。既定
的学习任务，其他的孩子识字抄写只
需 10 分钟，而他一节课都无法完
成。他对生字笔画，结构，字型的印
象相当弱。他对考卷里题目的反应，
就像外星人来到陌生的地域，一脸茫
然。认知一个字的心理负重，就像一
个人肩挑几百斤难于承受的样子。
为了等一等他的作业，不少的时间和
节奏被打乱。

“老师，请你不要伤了
孩子柔软的内心”

为了不落下一个孩子，为了优秀
的孩子更加优秀，把精力均衡地亦或
是倾斜地分配出去，在这两极上做最

大限度的延伸，我似乎忘记了教育的
理性！

多次努力，不久之后，他还是欠交
作业。火冒三丈的我有一天彻底失去
忍耐，甩出了一巴掌。绝大多数学生
可以完成的作业，他偏偏完成不了。
就为了等，不知牺牲了多少本该的课
堂，放缓了我的工作进度与学优生的
步伐。

千分之一概率的家长出现了。
我的一巴掌，引来了这位孩子的父
亲。孩子的父亲几乎与我发生了肢
体冲突。他揪着我胸前的衣领。大
声教训着：“难道我了解自己的孩子
还比不上你这位老师吗？我不否认
我的孩子不是学习的料，上大学简直
就是天方夜谭。但他不是奴隶，不是
你老师就可以随意使唤的，对我孩子
孤立的责罚，这种特别的照顾，是不
是一种歧视？”

这位父亲继续说：“读书有读书的
门路，不读书有不读书的活法。只是
老师，请你不要伤了孩子柔软的内
心。拿成绩好的作业标准去要求他，
哪有不存在差距的道理？他的成绩不
好，长期被身边的同学笑话，你老师重
视了吗？我的孩子来学校，不是每天
都要面对各种花样翻新的批评与责
罚！面对作业的压力，你老师能不能

在时间上放缓，在量上宽限，不同的孩
子弹性对待？”我一时语塞，我自认为
聪明的做法其实并不聪明。

教育的冷暖和分寸，我抚摸了多
少？又触知了多少？

理性看待孩子的学习问题

同样的错，对待孩子的态度，父母
的脾气与老师的脾气是不是一样？如
果不一样，说明了什么？只是有一点，
千万别忽视：孩子在家长眼中的完美
程度永远都甚于老师。

重视孩子学习的父母，会主动来
电话过问孩子的学习情况。不重视孩
子在校表现的父母，就是学校统一的
家长会，他们也不来。而来电话过问
的，总是学优生的家长。

经历一次次地告诉我：理性看待
孩子的学习问题，正确对待孩子人格，
心智层面的东西，老师职业的任务，要
把持好家长们内心对于自己孩子亲情
的爱。

然而，教育本身更赋有一种必须
的坚硬，任务之下应该的执行与照
办！在这种坚硬之下，痛苦是免不了
的，回避显然也是不明智的，不管是老
师还是学生。

（作者单位：屯昌枫木镇大平坡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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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师的思考：

教育的冷暖和分寸

6月23日，省商业学校2015
级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学生在进
行每月一次的专业技能大比武。

盘发造型是美发与形象设
计专业的主要课程，教学目的是
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美学概念和
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动手能
力，为发型设计及发型色彩搭配
等整体形象造型增添新亮点。

中专学生的理论知识较弱，
动手能力较强，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学校注意在学中做，做中学。

“以展代教，以赛代评，我们
的课堂教学采取分组游戏教学
的方式，分为四个组，以组为团
队的形式进行PK，最后导师点
评，这样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让课堂活起来。”海南省商业学
校艺术设计教学部有关负责人
说。 （文/图 李聪）

前年立春，在大花盆里栽下
了两段葡萄藤。其中一株很快长
了叶子，渐渐爬上了高高的铁
丝。去年腊月，居然结出了一串
紫葡萄。第一次亲眼看到长在
葡萄藤的葡萄，而且还是自己种
的，看着它们由绿变紫，亲手摘
下一颗放进嘴里，那种感觉很奇
妙。葡萄是酸的，吃到嘴里，心
却是甜的。

另外一株，可就没那么幸运
了。从种下之后，它似乎就没有过
生命的迹象。干枯的枝条一折便
断，看不出任何萌发的迹象。我们
都以为它死了，不再管它。没有拔
掉它，是因为婆婆在盆里栽下了一
株大薯，它成了大薯藤蔓缠绕攀爬
的支架。年前，婆婆把大薯拔了，给
花盆松了土，下了点肥，种下了几株
小葱苗。

前几天给葱苗浇水，发现眼
前有一抹新绿。仔细一瞧，干枯
的葡萄藤上居然长出了一簇绿
叶！天啊，它居然长出了叶子！
它居然还能长出叶子！它居然活
着！！那一刻，我像发现了新大陆
一般，心中充溢着欣喜。那种欣
喜，更胜于第一次看到另一株葡
萄结果。那沉睡了一年多的枯藤
怎么会重新焕发生机呢？或许它
一直蓄势待发，或许是那施放在
几株葱苗上的水和肥料拯救了它
奄奄一息的生命……总之，它活
过来了。我暗暗庆幸自己没有随
手把它拔掉。

前天上自习课，看着那几个
让我的眼睛“很受伤”却无可奈何
的孩子，突然想起了这株葡萄。
于是我把这株葡萄死而复生的
经历告诉孩子们。他们也跟我
一 样 感 到 惊 奇 ，说“ 这 真 是 奇
迹”。是什么创造了这个奇迹
呢？我想说是“等待”。可是有
个小姑娘给了我一个更美好的
答案，她小声说：“不放弃。”是
的，不放弃，等待奇迹。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孩子，他
们总能用各种各样的恶作剧颠覆
你对“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信
仰。任你苦口婆心的谈话，声色
俱厉的批评，无微不至的关心，都
达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次次
的努力，一次次的希望破灭，直至
心灰意冷。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请相信你所有的努力都会像清水
和肥料，渗入那贫瘠的土壤；像阳
光雨露，温暖和滋润那干枯的株
条；等储存了足够的能量，那棵沉
睡的枯苗就会慢慢苏醒。所以，
不要放弃，也许你能等来奇迹。
（作者单位：澄迈金江中心学校）

PK一下，让课堂活起来

师说新语

不放弃
等待奇迹

■ 曾 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