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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金金棍棍下下并并非非都都出出好好人人
“打孩子是为孩子好”———

相信许多爸爸的出发点是这

样，但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很

多父母相信，棍棒之下出孝子，

甚至说“黄金棍下出好人”，从

今天的教育实例来看，只能说

并非如此。

有位爸爸有个爱搞破坏的
孩子，他常常将家里的收音机、

遥控板、手表等东西拆得七零

八散，拆时兴趣十足，但之后却

很难复原。一天，爸爸看到孩子
又在摆弄一个收音机，拉起孩

子就是一顿毒打，边打边骂：

“你这个败家子！”孩子一边躲

闪，一边辩解说：“我看见你的
收音机坏了，没有办法听广播

了，我就想把它拿出来修一

修。”爸爸一听更气，觉得孩子
不仅不承认错误，还为自己狡

辩。于是，下手更重。第二天，孩

子的妈妈拿着收音机问爸爸：

“你什么时候把它修好了？”爸
爸拿过来一看，发现收音机修
好了，这才知道自己错怪了孩

子。可从此之后，孩子对家里的
东西再也不敢碰、不敢摸了。

看到这里，你还能将“黄金

棍下出好人”的古训进行到底
吗？打孩子是可以让他听你的
话，但经常的打骂，却会损害孩

子的个性发展和健康。

自暴自弃

经常遭遇责骂或挨打，孩子
会开始否定自己，觉得自己低于

别人，并产生自卑、自暴、自弃心
里，甚至表现出遇事冷漠，行事胆
怯。本来是一件能够做好的事情，

但由于对自己缺乏自信，于是，便

干脆不做或故意去搞破坏。

逆反心理

一些“犟”孩子，父母让他

干什么，他偏不干，即使挨打也

不屈服，这种“犟”其实是对父

母的一种反抗。当他不认可父

母对自己的惩罚时就会不服，

这种因不服而产生的反抗，便

会以“犟”的形式表现出来。

暴力倾向

孩子挨了打，在潜意识里会

把打架当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与别人产生冲突时，就会模仿

大人用“打”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有些孩子会在打骂中会出现不
平衡心理，这种心理会让他把不
满转移到其他小朋友身上———

父母打他，他就打其他人，父母

在他身上表现得越粗暴，他对

小朋友也就越粗暴。

说谎行为

经常挨打的孩子，

做错事时就会为

了逃避挨打而掩
饰事实，编造假

话，尽量找借口
来帮自己摆脱挨
打。久而久之，孩子
就不会对父母说实话，养
成说谎话、不诚实的恶习。

提醒爸爸

孩子有自己的自尊心和独

立人格，要改正他的错误，也必

须让他对错误有所认识、有改

过的愿望，否则，即使是棒打责

骂也起不到效果。

格教师手记

教育孩子从“小善”做起
□任允好

一位先哲说：“不以小善

而不为，不以小恶而为之”。

他告诉我们，教育孩子，善良

的事，即使是小事，也要去

做。不好的事，即使是点滴，

也不要去做。孩子从小形成

“霸气”，那是由一点一滴的
小事积成。

孩子有“霸气“，家长有责

任。当今父母，一个孩子的多，

视为掌上明珠。宠为“小公主”、

“小皇帝”，事事顺从孩子。孩子
骂父母，也是以笑脸默许。更有

甚者，对孩子说：“谁打你一巴
掌，你就踢他两脚，你打不过
他，回来告诉爹妈，我们给你出

气！”试问，这样的教育方式，孩

子怎能不形成“霸气”？

除“霸气”我教育孩子从点
滴“小善”做起。“小善”的事多

如牛毛，家长要仕先为卒。譬
如：吃饭这件事吧！我主动放桌
摆筷子，拿饭，而后，再请父母

下床吃饭，父母不到不先吃。这

样天长日久，孩子看在眼里，记

在心上，即是我住宿学校，孩子
也会学我请爷爷奶奶下床吃

饭。久而久之，孩子就形成了习
惯；我还教育孩子，在教室里，

要尊敬老师讲课劳动，不要说

话。如果有的同学忘了带笔，你

将多余的笔送到他手里，这就

是团结友爱，这就是和气，和气
从实践中来，多实践“小善”的

事，自然就沉淀了心灵美。

除“霸气”，我还培养孩子的

勇气。勇气从劳动中来，让孩子
在艰苦奋斗中成长，在恶劣环境
中造就自己。再譬如：冬天，白雪
覆盖校园，寒气逼人，冻手冻脚，

我叫孩子带头领班上学生扫雪、

搬雪，一会儿孩子浑身就暖和

了，头上冒汗。我再告诉孩子：劳

动，尤其在恶劣环境中劳动，才
能培养人的勇气。你有勇气，才
能战胜寒冷，扫清道路障碍，师

生行走快乐，你更快乐，你在劳

动中尝到了苦与甜。

教育孩子贵在时时处处
许多父母感叹自己工作太

忙，没有教孩子学这学那的时

间，所以总感觉自己的宝宝比

不上别人的。可专家表示：评价

孩子的教育是否成功，不能由

专人施教决定。如果父母们能

将教育融入生活，孩子一样能

飞快地进步。从孩子身上，我们

不仅能看到父母的教育成果，

也能看到父母的影子。、

品德教育，时时处处

当我们带孩子去动物园

时，买门票，要排队，这是教

育孩子守秩序。

看到门旁盛开
的鲜花，可以
告 诉 孩 子
花 的 名

称 ，并
让孩子
过 去 闻

闻 香 不
香。这是

教育孩子
学 会 观

察，培养他

对事物的注

意力和对美好事物的热爱。

如果孩子想摘一朵，我们应

摆摆手说：“花儿是给大家看
的，摘花不对。”来到熊猫馆，

让孩子看看熊猫哪些地方像
熊，他喜欢吃什么东西？见了

大象，讲一讲象是陆地上最
大的动物，象的长鼻子有什

么妙用。孩子在玩中就能学
到不少知识，同时也接受了

品德教育。

智能开发，随时随地

在孩子学习数数时，如

果父母只是机械地让孩子数
1、2、3，问孩子3多还是2多？

孩子可能会答不上来。当父

母的不要认为“孩子太笨，连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
上！”其实，这是我们自己没

掌握好教孩子的方法。如果

你拿出5块糖，一边放3块，一
边放2块，让孩子说3多还是2

多，孩子就会正确地回答。重

复几次，孩子对数目就从感

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每

天上下楼也是教孩子数数的

好时机。同孩子一边走一边

数1、2、3、4、5……此外，吃饭

时让孩子数一下有几个人，

看书的时候问孩子有多少

本。“教具”是随时存在的，只

看会不会利用了。

最后，教育孩子，时间固
然，但更需要父母“用心”。因
此，请牢记，当你和孩子在一
起时，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在

对孩子进行教育。

姓名：黄译靓

祝福：希望宝宝健康
快乐的成长

宝宝宣言：我健康，我

快乐，我成长！

脾气大的女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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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位父亲说，女儿
15岁，看谁都不顺眼，总能看
到别人的毛病，看不到人家的

优点。去医院检查，说得了强
迫症。她妈喜欢挑别人毛病，

泼冷水，还总瞧不起人，对孩

子是近乎完美的管教方式。女

儿从小脾气大，有次她妈妈看
她写作业，有个地方不对，就
那么拍了她后背一下子，也没

太用劲儿，一会儿，她就发高

烧，去医院看也没有毛病，两

天了烧都不退，从那以后，她

妈再也不敢动她了。谈到学习
时，她语文、数学等不好，作文

得分很少，并且没有太多感

受。爸爸问她如果同学不知道

尊重人，怎么办？孩子说：那就
把他从窗上扔出去，从楼梯上

推下去。如果同学说你，你不
愿意听，甚至反感，怎么办？那

我就让他“闭嘴”。

王春福老师心理解析：这
是典型的“强迫性对立思维”。

脾气大，气量小，追求完

美，可能是为了避免伤害，避

免被批评，被攻击。为自己的

内心冲突(善恶)而担心。如怕

失控、怕崩溃。妈妈总是泼冷

水，孩子缺少成功体验和自
信。如情绪稳定性不够。

有强迫倾向的孩子，都是

“乖孩子”。恪守规则、制度，责

任感强，为职责而烦恼；实际上

是安全感的需要。

青春期的认知水平和强
迫症状有直接关系。比如，试

图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可挑剔

的人。当然，这不可能。

强迫倾向的心理机制；1、

缺乏成功体验。缺乏自信。树立

自信的最好办法是增加成功体

验。2、有强迫体验的人，通常是

不能按自己的愿望做事的人。

试着去“我的事情我做主”。3、

不接受自我；和从小被过度“保

护”、“操控”有关，信不着自己，

是温室里的花朵，对自己和外

部世界很陌生。

建议：

顺应自然，为所当为。

让家庭氛围更宽松一些，

温暖一些。必要时，为了孩子
改变，家庭重要他人也作出相
应的改变。如妈妈。

强迫突出的症状是焦虑，

不焦虑了，强迫也就没了。焦

虑是什么，焦虑就是停在半道

上了，不干事了，没有激发出

建设性的行为。

“心理健康指个体心理在

本身及环境条件许可范围内，

所能达到的最佳功能状态，而

不是指绝对的十全十美。”

“完美”就是“瘫痪”。就算

您真能完美，当然，这绝对不

可能，可能还是会有人批评、

指责你，甚至恶意攻击你。因
为，世界上的事情，很多都是

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是非，好

坏，对错。另外，还会有人嫉妒

你。嫉妒是因为你比他强，或

者太优秀。并不是因为你不够

好。完美会让人变得刻板、拘
谨、缺乏活力。给人压力。成长

的可能会快，但会活得很累。

一味的追求完美，很容易让人

走进死胡同，最后，在绝望中

走向反面，“破罐子破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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