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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言快语

我们该如何
跟孩子谈爱情？
惠君老师好！

最近，我发现读高三的儿子早恋了，恋爱的对
象是个不爱学习的女孩。心急如焚的我，通过转
学、批评女孩人品、与女方家长交涉等方式，逼迫
儿子与女孩分手。一向听话的儿子反应强烈，从
此拒绝与我正常交流，他扬言要用自甘堕落的方
式，报复我对他的不信任与控制，甚至还用离家出
走来威胁我。我不知道如何应对孩子的早恋问题
才妥当。求赐教！谢谢！

焦急万分的妈妈

焦急万分的妈妈：
您好！高三是备战高考的关键时刻，儿子

在这个时候坠入情网，的确会让当妈的抓狂。
然而纵观整个事件的经过，儿子有如此激烈的
反应，您要负主要责任，您的高控制行为激怒了
孩子。有一句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
反抗。您的儿子就是在您的高压政策下奋起反
抗的。家有高控制的爸妈对孩子是极具伤害性
的，高控制意味着不信任、没有自主空间，意味
着强迫对方言听计从。这一招对年幼需要事事
照顾的孩子也许有效，但对于高中生而言，如此
高控制只有两个结果：一是催发逆反心理，激化
亲子矛盾；二是隐忍顺从，懦弱无主见，抑郁寡
欢。所以，当青春恋情来势汹涌时，用高控制手
段围追堵截是最要不得的招数。那么，面对这
些孩子，我们该如何跟他们谈情说爱呢？

1.接纳孩子的青春恋情，减轻孩子的后顾
之忧。青春期由于第二性征的发育，孩子的身
心遭遇剧烈的冲击，对异性的好奇与好感，有了
暗恋或明恋的对象，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
果你对孩子这份正常的情感持强烈的反对态
度，孩子就会把这份情感转入地下秘密进行。
当孩子的恋情陷入这样的困境：前有学校校规
围追堵截，后有父母严防死守，左右还有同伴的
监视报告，孩子们想保护恋爱苗头，就得变身为
地下工作者，采取各种防护手段与各方压力斗
智斗勇。如此一来，他们100分的心力，估计得
用60分以上的心力来应付各方压力，用在学业
上的心力自然就被分散和消耗掉了。与其这
样，不如坦然接纳孩子青春期的正常情感，节省
不必要的内耗来得划算。

2.教给孩子表达爱的技能，让他从容谈情说
爱。当你愿意接纳孩子的情感时，你就有机会掌
握孩子的情绪密码，此时，你不妨为他的恋爱出谋
献策，悉心指点孩子谈一场高质量有动力的恋
爱。恋爱是每个人生涯规划的重要课题，恋爱技
能只能在恋爱中学习。既然孩子已坠入情网了，
不如借机教给孩子表达爱的技巧，让孩子从中学
习如何恋爱，如何建立稳定的情感支持而非陷入
情感困扰等；与孩子分享你的恋爱经历，帮助孩子
管理好自己的情感。当孩子的情感有了安全的去
处，TA反而可以全身心投入学业，转而创造学业
的奇迹，使爱情学业双丰收。

3.把爱变成成长的动力，让恋情成就优秀的
彼此。张小娴曾说过：一段爱情，两个人成长。
但凡美好的爱情都是自带能量的。当孩子在逐
梦的过程中，有一份稳定强烈的情感滋润和陪伴
着，他会更有力量去成就他的梦想。关键是父母
要帮助孩子把这份爱的力量导向助梦的途径
上。父母要告诉孩子，好的情感是让人变得更美
好更自信更有力量的。如果一份情感让你变得
魂不守舍心神不宁，变得沮丧颓废，变得不求上
进，那这样的感情是不值得祝福的。相反，如果
你们真爱对方，那就一起努力去让两个人成长得
更好。如果这份感情能让你和对方都更积极向
上，更热爱生活和学习，那这样的感情一定会得
到支持与祝福。

4.表达合理的期待与祝福，让TA坦然接受爱
情的无常。最后，你还要告诉孩子，每一份爱情都
始于相互的吸引与喜欢，都希望能白头偕老。但
是，爱情和其他情感一样，不是一爱终身一成不变
的。有恋爱就有失恋有伤痛，爱情保鲜的技术是
尊重珍惜加上与时俱进。让孩子从当下的恋爱中
学习爱的经验，修炼爱的能力，至于今后是否能修
成正果、携手终老，那就让时间去检验吧。让孩子
听从内心的召唤，无论结果如何，都能让这份情感
成为人生中一段温暖的记忆。如此便不负彼此的
相爱，不枉恋爱一场。

祝您的孩子学会谈情说爱这门人生的重要功
课。祝福您！

惠君
（作者系海师附中心理教育中心主任、心理健

康教育特级教师）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家长询
问“早教班值不值得上”时，其实是在
问“其他孩子都上，我家孩子不上会
不会就落后了？”这种认识背后其实
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琼台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教
授庄小满认为，早教，是一种教育理

念，是每个学龄前孩子都需要的启
蒙。但是，早教班，只是实现早教的
一个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在家里能
进行早教，在公园也能进行早教，去
图书馆也能进行早教。这些早教场
所没有高下之分，关键还是开展早教
的人以及引导孩子的方法。

“想要更好地开展早期教育，爸
妈首先要具备科学育儿的能力和一
定的早教知识。”庄小满表示，早教
班可以成为父母学习早教知识的场
所，父母可以将早教班的内容和教
育方法延伸到家庭中。但是，如果
家长不能很好地区分“早教班”和

“早教”这两个概念，就先别急着带孩
子去早教班。

专家提醒，家庭才是早期教育的
主要阵地，爸妈才是宝宝早教最好、最
重要的老师。父母要把早期教育知识
与宝宝平时的生活相融合，鼓励、诱导
和帮助宝宝获得实际的知识和经验。

二孩时代，早教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早教班是否值得“一掷千金”

■ 张成林

近日，新一轮考研大幕开启。据
报道，继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
数高涨之后，2018年创下新高，达到
238 万人。调查显示，考研动机中，

“改变学校背景出身，提高就业竞争
力”是主要原因，所占比例超过70%，
而比较茫然、还没有做好就业准备以
及为就业备胎者所占比例分别是
30%、21%。

“象牙塔”“科研”“学术研究”……
提起研究生，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多
是此类“高大上”的词汇。而现在，随着
就业门槛的逐渐提高，“读研”被掺入越
来越多的功利因素，庞大就业大军的加
入，把“读研”从高高的象牙塔尖，一下
子拉进了大众视野。按理说，通过进一
步深造，刷新自身学历，原本是一件好
事，但就业门槛的无限拉高，却折射出
诸多社会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

“不想工作，就读读研吧”——看
似开玩笑的一句话，却是不少本科生
考研的理由所在。考研，不再是众多
学子对学术的纯粹追求，而成为了就
业形势日渐严峻的背景下，很多本科
生不得已做出的随意选择。说其不
得已，是因为就业门槛日渐抬高，学
历在求职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说其极随意，是由于不少本科生对就
业缺乏规划，“别人考我也考”，对自
己为何考研认识不清。

求何职、就何业，原本是在大学
期间就应思考、解决的问题，而相当
一部分学生一直到毕业时才提上日
程。回顾四年大学时光，才发现留给
学习、长本领的时间微乎其微。仓促
无奈间，幸好还有研可考。于是，他
们又一门心思把自己封闭在考研题
海中，甚至连毕业实习也抛之不顾。

不过，从更深层次看，“考研热”背
后折射的更是本科教育的弱化。一方
面，本科教育多重学习、轻实习；重专
业、轻就业。本科期间，学生大多视野
较窄、实践较少，而许多学校却没有足
够的择业、就业辅导，导致一些学生想
努力却无从下手。另一方面，当前的
本科教育多与社会需求脱节。学生学
到的多是“屠龙之术”，看似“花团锦
簇”，却鲜能派上用场，其结果导致不
少学生无奈走上考研之路。

本该本科阶段解决的事情，却希
望延续到研究生阶段才解决。面对如
此现象，最该反思的就是当前的本科
教育。四年时间，青春壮志，大有可
为，然而，很多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却只
是通识教育的简单重复，再加上“严进
宽出”的不良现象，很多本科阶段的学
生在学习上可谓是“无忧无虑”。只
是，临近毕业时，面对残酷竞争，毕业
生才无奈慨叹，原来自己上了一所“假
大学”。所以说，一些学校与其沾沾自
喜于每年输送多少研究生，倒不如反
躬自问如何才能重振本科教育。

■ 麦青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
幼儿的早期阅读。但是阅读材料如
何挑选？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乐趣？

享受乐趣比获取知识
更重要

很多家长误以为：早期阅读就是
让孩子认字、念字跟读，为上小学做
准备。

幼儿早期阅读接触的图画书，
通常被称为绘本，涉及文字和美术
两种媒介语言。对于一个尚不识字
的幼儿来说，生动、直观、形象的图
画更容易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阅读
兴趣。图画是通往孩子形象思维世
界的窗口，是幼儿世界可感知的语
言符号。

《好饿的毛毛虫》之所以能够成
为经典，就在于书中丰富的色彩，多
变的体积、大小、形状组合成的画面
既有视觉冲击力，又将理性逻辑的数
的概念转换成幼儿可感知的形象符
号。相反，如果一味去强调文字，《好
饿的毛毛虫》将毫无趣味。因此，相
比文字，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更多地欣
赏画面。

爱上阅读的动力源于乐趣。鼓
励孩子养成“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
索精神，并耐心引导孩子去寻找答
案；鼓励孩子打开想象的翅膀，主动
去探索图画书背后的乐趣。互动性
强的图画书相对更有趣。比如接力
出版社的“第一次发现丛书”（“透视
眼系列”“手电筒系列”“放大镜系列”

等系列），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眼睛、
耳朵、手脑等各种感官的协调配合，
去发现大自然背后的神秘现象和基
本规律。

朗读者正确的打开方式

在早期阅读中，家长不要被动地
给孩子念书中的文字，而需要全身心
投入和全方位配合。即使是简单的
朗读，其语调、语速、表情、动作等肢
体语言的投入都是一种积极的情绪
刺激。

当然，早期阅读不仅仅是充满
激情的朗诵，还包括故事的演绎、
复述、续编等多种方式。一个成熟
的阅读引领者，不仅仅是情感充沛
的演说家，也是幽默诙谐的表演
者，更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好玩伴。
这样的家长既能够让孩子在充满
游戏化的阅读体验中感受到乐趣，
又能让孩子潜移默化地接受知识
的熏陶，这才是早期阅读正确的打
开方式。

阅读《小鸡萝丝去散步》绘本时，
不妨来一段滑稽戏的表演吧！爸爸
扮演弄巧成拙的狐狸，孩子扮演小鸡
萝丝，自配台词、动作、表情，这样孩
子很容易就能理解故事中的喜剧感；
阅读《14只老鼠赏月》时，可以选择一
个月明之夜，和孩子一起在阳台搭建
一个自制的赏月台；如果你看的是
《月亮的味道》，也可以在院子里找一
棵大树，全家一起叠罗汉，搭建一个

“天梯”去够月亮。只要家长放松下
来，唤醒内心深处沉睡的童年，那么
早期阅读既能让孩子开心，也是一段
美妙的亲子时光。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人，
先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

身教比言传更有力量。如果爸
爸妈妈都是爱书之人，日常生活中将
阅读当成一种悠闲安逸、追求品位的
生活方式，一有闲暇就看书，那么孩
子耳濡目染，爱上阅读的概率就会比
一般家庭要高。

相反，如果爸爸一下班就玩手
机，妈妈做完晚饭就看肥皂剧，那么
你给孩子买的图画书再多，估计都是
徒劳。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喜欢玩

手机游戏、看电视动画？这和家长的
日常生活情趣有很大关系。书可以
不多，阅读的环境可以很简陋，但是
家长的引导作用却至关重要。

无论孩子，还是成人，热爱阅读都应
是终身保持的好习惯，而不仅仅是为了
入学或应对考试的被动选择。对于成人
而言，用心去阅读，更是沉淀身心、保持
修养、完善自我的一种方式。作为心灵
的必修课，成人比孩子更需要阅读。

如果在闲暇时刻，无需任何提醒
和要求，您的孩子都能够拿起一本
书，将自己沉浸在书香世界中，那么
恭喜您，您的孩子已经爱上阅读了！

聚焦

正视“考研热”
背后的教育问题

■ 本报记者 侯赛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
面放开，我省早教市场迎
来了新一轮增长。海口
市很多大型商业广场、高
端小区附近，常常可以看
到早教中心的牌子。十
几节课就花费数千元甚
至上万元的早教班，到底
值不值得上？记者近日
走访了海口市多家早教
机构和幼教专家，为家长
们指点迷津。

让孩子爱上早期阅读

跟随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步伐，
一些教育集团瞄准了海南早教市场
这片蓝海。从2016年起，一家教育
集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海口连
开了7家幼儿早教机构。该机构工
作人员雷雪参与了前期大量的市场
调查工作。

雷雪告诉记者，根据粗略统计，

海口目前约有1200多家涉及早教内
容的教育机构，其中有600多家是幼
儿园。数据调查发现，家庭月收入在
1万元以上的家庭，比较容易接受早
教消费。目前，大部分早教机构课时
费均价在200元左右。

“我们采取了‘早教、托婴、托管
班’同时开展的经营方式，目的就是

‘解放年轻妈妈的双手’，帮助众多父
母更好应对无人帮忙照看二孩的情
况。”雷雪说。

记者在海口市一家早教中心了
解到，从0岁—3岁，该中心根据孩子
的年龄设置了小小观察者、小小实践
家、问题解决者等启蒙教育课程。除
此之外，还设置了音乐、艺术、生活技

能课等课程，为孩子未来进入幼儿园
做好准备。

这家早教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他们采用中英文双语授课模
式，让孩子在玩耍中不断重复一些动
作或者语言，培养孩子的安全感、自
信心和专注力。同时，该中心还会指
导父母运用先进的理念育儿。

教育机构瞄准海南早教市场

送孩子上早教班“值不值”？

目前，在海口参加早教班价格不
菲，一节45分钟的课程从100多元到
300多元不等。上早教班到底“值不
值”呢？记者近日进行了随机采访。

大部分家长送孩子上早教班的
理由是“别人家的孩子都去”“我同事
说挺好的”“听说这个课程是从美国
引进的最好的早教课程”。抱着这些
目的送孩子上早教班的家长，常常会
感到失望。他们感觉“早教班也就那

样，花那么多钱不值得”。
也有一些家长认为早教班值得

上。35岁的朱秋风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儿子5岁，小女儿只有2岁多。她每周
都会风雨无阻地带孩子去上早教班。

儿子10个月时，朱秋风就带他
去上早教班，“当时孩子还太小了，无
法参与早教班的项目，我就在旁边看
别人上课。按照一般人的标准，这种
早教班不值得上。”

在早教班，朱秋风仔细观察老师
怎么带着孩子玩。回家后，她会思考
早教班每个活动背后的设计理念，然
后再上网查找相关资料，“我将早教
班的理念贯穿到孩子平时的教育中，
感觉早教班还是值得去的。”

从事早教行业多年的李老师建
议，家长们带孩子上早教班前，自己
先要想清楚，为什么要送孩子去上早
教班？

“很多家长希望通过一周两节早
教课让孩子学到很多东西，这种预期
不切实际。其实，早教课最重要的目
的是培养家长的早期教育意识，教会
家长如何进行启蒙教育。”李老师说。
在平时的早教班中，她发现，很多家庭
是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孩子上早教
班。很多教育理念，老一辈人无法有
效吸收。而年轻的父母虽然具有学习
能力，却又懒得自己带孩子上早教班。

学会区分“早教班”和“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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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阅读，可以增进家长和孩子的情感交流，共享读
书快乐。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家长带孩子上早教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