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报复心强，
家长应该怎么办？
惠君老师：

您好！女儿今年上初二，最近我发现她很记仇、
报复心极强。因为同桌曾经打过她的小报告，她就
处处跟同桌对着干，利用一切机会调侃、嘲弄、恶搞
这位同学。我们对她百般劝说，她还是不改。我担
心她会因此惹祸，更担心她养成如此习惯对将来不
利。在此向您求助，求支招！

一个焦头烂额的妈妈

焦头烂额的妈妈：
您好！读了您的来信，深感您的不易。家有如

此睚眦必报的“熊孩子”，真是够父母和老师操心
的。从您描述的孩子的行为中，我发现这个孩子有
几个特点：口才很好、很有主见、爱憎分明。

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优缺点
并存的个体。如果我们只看到孩子的缺点，很容易
将这些缺点强化和放大，令自己焦虑让孩子无望。
如果我们能看到问题背后隐藏的孩子的优点，您大
概就不会如此气急败坏了。孩子也会因为您能客观
评价她的行为，学会理性评价他人。

如果我要给您支招，第一招就是换个角度看待
所谓的“问题行为”。请理性看待孩子的“问题行
为”，客观评价孩子在“问题行为”中隐藏的优点、资
源和问题，引导孩子将注意力聚焦到自身优势和资
源的利用上，从而淡化攻击性、破坏性的行为。

其次，帮助孩子明确为人处世的底线、建立清晰
的人我边界和学会管理好情绪。具体的内容如下：

1.告诉孩子做人处事的底线。这里面包括做人
做事的底线和厘清伤害他人的法律责任两个方面。
告诉孩子人我有边界，做人处事要有底线。要想过
自在的生活，一定要尊重人我边界，遵守一个底线，
那就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行伤害他人。初二年级的
孩子大多数已年满14周岁，要让孩子知晓14周岁公
民的法律责任。校园欺凌对受害人会造成严重的伤
害，是当下多部委联合重点治理的行为，国内外均有
入刑的先例。让孩子知道用言行排斥、孤立、调侃、
嘲弄、恶搞、凌辱别人，造成身心伤害的，皆可被认定
为校园欺凌行为，后果相当严重。

2.告诉孩子管理情绪的方法，主要是引导孩子
反思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比如，针对孩子的报复行
为，你可以先同感共情再提问：“她打过你的小报告，
你很生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除了报复行为，你还
有更好的处理自己愤怒情绪的方法吗？”鼓励孩子说
出自己的想法，宣泄情绪后，再趁机与孩子分享各种
有建设性的情绪调节方法。

如果孩子情绪爆发把房门紧闭时，父母应给予
尊重，让孩子有一个独自消化情绪的空间。家长待
孩子情绪平复后，再向她反馈自己的观察：“我发现
你每次情绪发作，都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让自己静
一静。这是管理情绪的一种方法。但假如是在学校
的集体宿舍，你又不能把同伴赶出宿舍时，你要用什
么方式来安抚自己的情绪？”家长经常如此提醒孩子
反思，可培养孩子自我反思和整理情绪的能力，拓宽
孩子调节化解情绪的经验和途径。

3.分享说理性表达的技巧，指导孩子运用说理
性表达和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你可以引导孩子说
出对于打小报告的同学的气愤，应该如何理性地向
这个同学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懂得理性表达情绪
的孩子，不容易走极端做出过激的行为。这里特别
建议学习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陈述观察、表达感
受、说出需要、提出请求。请您和孩子一起坚持训
练，养成理性沟通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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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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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聪从4岁多开始跟随专业教
师学钢琴，每周上一次课，每堂课
大约50分钟，收费300元。经过两
年的学习，他已经能流畅地弹奏出
许多乐曲，参加过多场本地机构主
办的音乐比赛，有时还能自己谱曲
并弹奏出来。

李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钢
琴学习需要进行长期的基础练习，

孩子一开始学琴的新鲜劲过去后，
现在已经进入学习倦怠期。有时
候让孩子根据老师要求进行略显
枯燥的基础练习，他就在一旁磨磨
蹭蹭，提不起劲来。”

“孩子从小就对钢琴学习感
兴趣，我们就让他跟着专业老师
学，有一门音乐爱好总是好的。
作为家长，我们希望通过音乐学

习陶冶孩子的情操，让他能通过
音乐来表达内心情感，但是并不
强求他以后走上专业化发展的道
路。”李琳说。

随着音乐教育越来越受到重
视，很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都鼓励
孩子学习音乐。钢琴是我省青少
年在学习音乐时的首选乐器，家长
们对于孩子音乐兴趣的投入也在

逐渐增加。
海南省音乐家协会理事、海口

市滨海第九小学音乐教师林道璟
表示，目前，我省越来越多的孩子
走上音乐学习之路，并通过音乐演
出、比赛等平台，与同龄人不断交
流学习。不少家长都不强求孩子
能成为专业人士，而是希望音乐能
成为陪伴孩子一生的精神财富。

钢琴成为孩子学习首选乐器

如今，我们身边学钢琴的孩子
越来越多，学琴的年龄也越来越
小。在目前的“钢琴热”中，有一种
浮躁的现象，不少学琴的孩子忙于
考级、参加各类比赛。

近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海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主
任吴春丹提醒，孩子学琴不能太功
利，应该在音乐学习中感受到快乐。

吴春丹认为，孩子开始学习钢
琴的最佳年龄是4岁—7岁，此前家
长可以让孩子多听古典音乐“磨耳

朵”，培养乐感以及对节奏、音准的
把握，提升孩子们学习音乐的兴趣。

目前，家长们的一些错误观念、
非专业教师的指导容易将孩子引入
学习音乐的误区。其中，最大的误
区就是有些孩子以考级为目的学习
音乐，每天重复演奏三四首考级的
曲子，别的曲子都不弹，这样明显不
利于综合音乐能力的提升。此外，
每天重复练习相同的几首曲子，即
使考级通过了，也容易扼杀孩子学
习音乐的兴趣。

“音乐考级是阶段性检验孩子
学习成果的一个方式。在练习考级
曲子的同时，也要不断进行其他音
乐作品的训练，打牢基本功，学习不
能太功利。”吴春丹提醒。

此外，有些孩子在钢琴考级时
喜欢跳级考试。一些孩子今年刚考
过三级，明年就要考六级，这样的拔
苗助长可能极大破坏孩子学习音乐
的兴趣。

吴春丹表示，钢琴学习中，基本
功的训练非常重要，一年考一级比

较科学。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练琴
比较努力的孩子，一年跳两级考试
也是可以的。

近年来，在海南举办的青少年
钢琴比赛，一般集中在暑期、寒假期
间。专家建议，孩子每年参加音乐
比赛的次数不要过多，一年最好别
超过三次。跟同龄的孩子在赛事中
相互学习交流，展现自己的学习水
平，可以提升孩子的自信心。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有些孩子反复
练习一首曲子，然后反复参加各种

比赛，这样的功利性就太强了。
必须看到，能成为专业音乐人

才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孩子学
习音乐，就是为了提升自身素质。
吴春丹表示，无论以后是否走上专
业道路，乐器学习首先要让孩子热
爱音乐。学习中，孩子要有一双“音
乐的耳朵”，学会鉴别欣赏音乐；了
解各个时期的作曲家及创作风格，
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等，学会动脑
筋练琴，将自己的思考融入音乐表
达中。

我在西江苗寨
当小阿妹
■ 田瑜珈

这个国庆节，我和妈妈跟随旅游团来到神秘的
贵州，见到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西江
千户苗寨。在这里，我还当了一回苗家小阿妹。

进入寨门，只见一大片吊脚楼依山而建，一间挨
着一间，从山脚往山顶上爬，好像包粽子一样，把整
座山都严严实实地包起来，无数飞檐层层叠叠，非常
壮观。

山脚下，一条清澈的小河穿寨而过，两岸绿树繁
花，吸引了许多游人纷纷拍照留念。寨里有五座风雨
桥，代表了苗族人保平安、避风雨的美好心愿。走过四
号风雨桥，就是美食街。街上人山人海，香气四溢，我
在这里吃了烤竹笋、竹筒饭、火参果等，美味极了。

逛街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一套苗族服饰。蓝
色的裙装上绣着美丽的牡丹花，银帽上有一只展翅
欲飞的凤凰鸟。镜子里的我，活脱脱就是个苗家小
阿妹，惹得路上游人纷纷要给我拍照。旅游团里一
位小妹妹，也买了一套玫红色的苗族裙装。我们一
起穿着苗族服装去参加长桌宴。吃长桌宴的时候，
苗家阿妹会给游客敬酒、灌酒，还用红鸡蛋把他们的
脸蛋儿染红，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晚上，我们来到山顶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看到整
个村寨。一间间吊脚楼里透出的灯光，像萤火虫一样
把夜色点亮，整个寨子成了灯的海洋，壮观又美丽！

除了西江千户苗寨，我们还去了黄果树大瀑布、
荔波大小七孔、下司古镇等地。美丽的贵州，我希望
能再次和你相遇！

【作者系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四（10班）学生】

习作

如今，我国学钢琴的孩子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音乐教育爆发式增长，音乐培训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海南娃走上爱乐路
■ 本报记者 徐珊珊

学钢琴：少些功利，多点快乐
■ 本报记者 徐珊珊

这个周末，海口市小
学一年级学生小聪在母亲
李琳（化名）的带领下，到
专业老师家中学钢琴。这
样“一对一”的课外钢琴培
训班，他已经上了2年。

在我国，跟小聪一样
参加课外音乐培训班的孩
子还有不少。与众多不识
谱的家长们相比，越来越
多孩子从容地走上各类音
乐表演舞台，展示自己的
音乐才艺。据了解，经过
多年快速发展，我国目前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乐器市
场，音乐教育呈爆发式增
长态势。

经过多年快速发
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
二大乐器市场

2017年

中国城镇居民每百
户家庭的钢琴拥有量为

5.82台，其他中高档乐器

拥有量为5.87件

2020年

预计百户家庭钢琴
拥有量可达8.62台，其他
中高档乐器拥有量可达

6.46件

中国乐器协会
综合统计显示

据了解，近年来，虽然我省音
乐教育市场发展迅猛，但是培训机
构水平参差不齐，师资整体水平有
待提升，市场门槛仍有待进一步提
高。

有关人士表示，音乐教育培训
市场蛋糕又大又香，令人垂涎。但

是，在火爆的校外培训市场上，培
训班五花八门、鱼龙混杂，部分机
构门槛低、质量差，师资力量薄弱，
部分培训老师没有从业资格和教
学经验。

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规范校
外培训机构发展提出具体措施。
其中，针对教学质量问题，《意见》
明确提出，校外培训机构必须有相
对稳定的师资队伍。针对市场准
入问题，《意见》明确提出，校外培
训机构必须经审批取得办学许可

证，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才能开展
培训，并严格审批登记。

林道璟提醒，家长要因材施教，
根据孩子的兴趣决定是否参加音乐
培训，而不是盲目与其他学生家长
进行攀比，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学也
要跟着学。

音乐教育市场门槛待提高

除了乐器销售量不断上升外，我
省的音乐培训机构数量也在不断增
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近日，海南
日报记者在海口市龙华路看到，这条
路上分布了近10家兼具乐器销售和
培训功能的音乐机构。

孩子学习音乐的道路上，学校
的音乐课只是培育中的一小部分内
容，而更多的培育来自校外培训班
和家教，据业内人士估算，海口目前
约有80家音乐教育培训机构，几乎
全部都是私营性质，许多音乐培训

教师来自专业音乐院校，每节钢琴
培训课时长从45分钟—60分钟不
等，培训费从100元—600元不等。

据介绍，近年来，在海南音乐教
育培训机构中，科班出身的专业钢琴
老师不断增加，不少专业海归人士也
纷纷加入培训队伍，整体教学水平不
断提升。得益于高水平专业教师的
培训，海南钢琴艺术人才不断成长，
少儿、青少年、青年选手在国家级比
赛及展演活动中崭露头角。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

主任吴春丹表示，每年，海南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等高校都会邀请国
内外知名音乐家、教育家到学校举
办音乐会、大师班、讲座以及师资
培训等活动。音乐专业老师参加
这些活动，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教
育教学和演奏水平。

此外，音乐会、音乐节、钢琴周
等高水准音乐活动也在不断增加，
为人们学习乐器营造了良好的学
习氛围，促进了本地音乐教育事业
的发展。

海南面包树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旻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近年来，在海南举办的音乐赛
事活动数量明显增加，活动档次
也明显提升，每年大约会举办数
十场音乐大师班、夏令营、冬令营
等音乐活动。来自美国、德国、俄
罗斯、日本等国的音乐大师纷纷
到海南举办大师班、音乐会，吸引
了我省大量琴童及家长的关注和
报名，让人们再次感受到海南音
乐教育的火热。

音乐培训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根据统计，多年来，中国音
乐教育市场年均增速都在 10%
以上，近两年则接近 20%，爆发
式增长特征明显。以中国乐器
协会去年对北京、上海、广州和
深圳的调查为例，四个一线城
市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学习乐
器人数约为 135.5 万人，相关乐
器消费规模约 5.44 亿元，相关

乐 器 培 训 市 场 规 模 约 26.5 亿
元。

我省音乐教育市场也在不断加
速发展。从乐器销售量的不断增
长，可以看出音乐教育越来越火的
发展态势。

大千琴行经理黄德元在海口
从事乐器销售已有 14 年。他表
示，“近年来，琴行乐器销售量不断

上升，消费层次不断升级。越来越
多的爱乐者选择购买具有国际品
牌知名度的钢琴、提琴、号管等乐
器。”

据了解，目前，我省乐器销售
主要面向学生群体，销售量居前
的乐器是钢琴、吉他、大提琴、小
提琴、长笛、萨克斯、二胡、扬琴
等。

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我省许多乐器销售企业除了销
售乐器外，还通过举办活动等方
式提升企业品牌形象，不断招徕
顾客。例如，每年举办国内知名
钢琴比赛海南选拔赛，邀请国内
外著名音乐人来琼举办音乐会，
为钢琴师资队伍提供专业培训
等。

琴行销售量不断上升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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