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妻妻子子为为择择校校是是不不是是太太疯疯狂狂了了
前段时间，赵薇出演的《虎妈猫爸》非常火

爆，不知道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反正，我老婆晓
薇看了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特别是赵薇为孩子
上重点小学的事，一波三折，简直太虐心了，这女
人们一旦都成了虎妈，是不是都这么疯狂？

很惭愧地说，在我们家，我的地位也就是打
酱油的“猫爸”，今天是吃糖醋里脊还是红烧茄
子，可能我说了算，但我老婆，那绝对是家里不可
撼动的领导，小事基本不管，主要管大事，比如，
买房子。我们家原来住在单位的房子里，房子挺
好，环境也挺好，但前年秋天，我出差一个星期，
晓薇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我在外面买了一套学
区房！”这样重要的事，人家连商量都不商量，直
接就拍板了。

再比如说，孩子上学的事，当然，买房子就是
为了孩子上学，可问题是，我们真的要作出这样
的选择吗？学区房是什么概念，大家都清楚，以我
和晓薇现在的工资，都是普通的工薪族，要买一
套学区房，差不多就是砸锅卖铁了。但晓薇认定
了择校的目标，那不是一般的疯狂。短短几天，求
爷爷告奶奶，东拼西凑借了一大笔钱，硬是咬着
牙，在市内某著名的小学附近买了一套老掉牙的
学区房。

我们第一次领着孩子去看房子，儿子就惊
呼：“我们怎么要住在这么破的房子里？”晓薇一
脚就朝孩子的屁股踢了过去，“还不都是为了
你！”弄得儿子一脸的无辜。为了赶在今年小学报
名前搬过去以应对家访，我和晓薇也是没少折
腾。房子虽然破，好歹也要住9年，多少也要装修
一下吧，但钱从哪里来？

为了多挣点钱，老婆干脆就要求我申请外调，
这不是疯了吗？这大半年来，我人在外地，心在济南
啊，老婆不会做饭，成天和孩子凑合着吃食堂，她脾
气又急，三天两头发火，5月份刚刚查出来，乳腺有
纤维瘤，已经很大了，需要赶紧做手术。但老婆说：

“等以后有钱再说！”这真的是疯了！
我自己也特别抓狂，如果我能多挣点钱，至

于让老婆孩子受这样的罪吗？到了周末，我好不
容易回一趟家，儿子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出去吃
大餐吧！”老婆马上就呵斥孩子：“吃什么大餐，不
花钱吗？”就连六一儿童节，儿子想要一个百多块
钱的变形金刚玩具，老婆也瞒天过海，花十几块
钱在地摊买了个水货，结果被幼儿园一帮小家伙
嘲笑，害得儿子大哭一场，我当时心里那个窝囊
劲，真是没法提了。

我就想不通了，我们原来的日子，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为什么就非得为了孩子上一个什么好
小学，把生活搞得这么狼狈呢？我小时候就在农
村上小学，玩着玩着，不也一路考到城市里的重
点大学吗？头几年，我们在单位买了房子，多高兴
啊，有了孩子后，又就近上幼儿园，不都挺好的
吗？现在不说借的一大笔钱，每个月都是沉重的
负担，光说以后孩子上学，又没有人帮忙，我们两
口子每天至少有一个人得提前下班，急匆匆地赶
一个多小时的路去接孩子，九年啊，这路上得花
去多少时间？

老婆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呢？只要孩子能上
好学校，大人多花一点钱，多花一点时间，这算得
上事吗？”唉，这到底是我太自私，还是老婆太疯
狂呢？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前两天，我
妈过生日，大姐打电话让我们一家回去给老太太
做七十大寿，老婆一口拒绝了，她说：“一来一回，
得花多少钱啊？”我真是被她堵得说不出话来了，
老婆为了这择校的事，是不是已经走火入魔了？

前段时间，教育局不是有文件说，今年零择
校吗？我简直要拍手叫好了，但回过头来看看老
婆魔怔的样子，我又不忍心，好在我们在程序上
说，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择校了，但老婆的心
还悬着，据说是今年那所小学的学位太紧张了，
有可能会按积分从上往下排，我们买的学区房年
限还不到两年，万一排名垫底怎么办？唉，真是疯
了，疯了，我现在就盼着通知早点出来，好让我老
婆恢复到正常，不然，我和我老婆这心理都得出
问题……

家长求助：
儿子今年刚参加完中考，中考前

为了好好学习，我们和孩子商定不能
上网。孩子倒也听话，全力备考。现在
考试完了，孩子比较内向，不爱出门，
从早到晚整天待在家里玩游戏。我也
知道，中考前儿子复习很紧张，一点玩
的时间也没有，考试完了是该放松一
下，可是也不能一点节制也没有呀。我
劝说他不要总是玩电脑，可是他却像
耳旁风一样根本无动于衷。孩子大了，
说也不是，打也不是，真是把我们愁死
了。再这样下去，儿子会不会成为网瘾
呢？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这位家长，您好！
孩子现在的问题确实让人很着急，

但是您也不必担心孩子一定会上瘾。家
长越盯着孩子上网，越说他有网瘾，孩子
就会对网络越上瘾。因为我们的言语系
统很奇怪，你越是关注什么，什么就越会
发生，当我们不关注这件事，不把它看得
很重要时，它就会消退。

紧张的中考结束后，考生在经历
几个月的紧张迎考之后，各种心理需
求在考后一段时间会出现“井喷”现
象，许多家长也由考前的“严管”变为

“少管”甚至是“不管”，所以就会出现
很多孩子无节制地昼夜上网、聚会，甚
至酗酒，把考后放松变成了过度放纵，
这种行为主要是出于一种过度的补偿
心理。

考后的孩子们理应放松，但是放
松也应有“度”，别让放松成了“放纵”。
考试后如果骤然放松，不合理安排生
活，就很容易打破长期以来在学校里
养成的良好的行为习惯，对身心造成
不利的影响。

对于中学生来讲，打骂、批评确实
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问题，反
而引起孩子的反感，激发孩子的逆反
心理。如何让孩子远离网络，在此给您
分享四个智慧小锦囊：

1 .建立和谐亲子关系，用爱的方式
和孩子互动。很多父母一提到孩子上
网，就会焦虑、担心。甚至忍不住唠叨、
批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孩子上网依
旧，亲子关系还大受影响。家长首先要
让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对孩子上网
的事情不再过度紧张，才容易帮助孩
子走出困境。

2 .帮助孩子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
放松计划。考试结束后，家长不要让孩
子过度放纵自己。和孩子协商好每天
上网的时间，每天固定上网几个小时。
规定不能上网的时间里，家长就要有
效管理好电脑和网络，必要时，可以把
电脑锁到办公室里，不要让孩子有机
可乘。

3 .帮孩子构建更多的兴趣。家长要
鼓励孩子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兴趣，
用现实中的快乐置换孩子玩游戏得到
的快乐。比如说运动、打球、和父母一
起下棋等。也可以让孩子利用假期时
间学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技能，比如
游泳、跆拳道等。

4 .创造机会，让孩子走出家门。中
考结束后，等成绩的这个过程对于很
多孩子来说都很煎熬。父母更要多些
时间陪伴孩子，不妨全家一起出去旅
旅游，不仅可以拓展孩子的视野，还可
以缓解孩子的考后焦虑。当然，如果孩
子不想和家长一起外出，可以让孩子
和同伴一起出去旅游或者共同策划某
些活动，比如卖报纸、饭店打工等。离
开家之后，孩子玩电脑的机会就会大
大减少。

如何让孩子

远离电脑

文/刘冬燕(山东行知青少年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沙
盘游戏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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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需要要孩孩子子具具备备多多种种能能力力

文/溜 溜
巧妙应对“夕阳期”

与人相交

有一首歌唱道“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
又从容。”歌词虽美，但是当我们的父母一天
天变老，甚至生活无法自理时，无论子女还
是老人本身，都会变得焦虑不安，手足无措，
他们似乎成了社会的“废物”或者“累赘”。

哈尔滨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张磊认为，
步入老年后，当面对“空巢”、“失去工作”等
负面因素时，会带来强烈的失落感，子女也
需要适时转变自己的身份。

有心理咨询师指出，我们无法避免衰

老，但是可以让晚年生活品质更加改善。这
就需要透过几个小技巧来为老人规划一个
崭新的“夕阳”黄金年代。

第一个技巧是当好“咨询师”。北京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姚贵忠教授指出，关心老人
是一门艺术，老人心理非常脆弱，一句无心
的话、一个眼神都会使他们受伤，所以子女
要当好老人的“咨询师”，正确缓解心理压
力。

第二个技巧是当好“导师”。以朋友关系

与老人共同商讨问题，不要把父母当成局外
人或者“真空人”。虽然家庭关系由抚养变为
赡养，但长幼角色却不能互换，所以要尊
重他们的观点，当好老人的心理导师。

第三个技巧是当好“规划师”。台湾大学
社会学教授李开敏表示，老年分两种，一种
是“年轻老人”，一种是“年老老人”。心态好
的称为“年轻老人”，老年生活正是他们的黄
金期，因此，年轻人要帮助父母规划晚年生
活，争取营造一个多姿多彩的“夕阳”时期。

晓薇真的与电影《虎妈猫爸》中赵
薇扮演的妈妈如出一辙，为择校达到
了魔怔的地步。其实，年轻的父母们希
望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
成长环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原本也
没什么不妥，但是，太过了，我们就要来
分析一下这其中的缘由了。

晓薇延续了大多数家长的一个共
性，那就是把自己未尽的夙愿寄托在
了孩子的身上，也就是希望孩子“成
功”。而这个“成功”正是认同了大多数
人眼中的“成功”，也就是“成功”等于孩
子得到高分数，“成功”等于孩子进了好
学校。如果说孩子中考、高考成功要靠
孩子自己的努力，那么上好的重点小
学无疑要靠父母的“实力”了，于是晓薇
把目标定在了学区房上，而买学区房
的代价就是高额借贷，继而节衣缩食
还贷……不仅生活变得很沉重，更重
要的是，如果孩子凭借父母如此折腾
进了重点小学，如父母所愿取得了好
成绩还好，但假如结果不理想呢？可是
往往理想的结果很难达到，因为折腾
的程度往往都化作了父母的期望值，
换句话说，拼得越狠的父母，想要换得
的结果越高，就越难以满足。父母的失
望、痛苦可想而知。当敏感的孩子感受
到了父母的失望和痛苦时，孩子的负
担也就越重，背负着沉重心理负担的
孩子还能够有轻松的人生吗？

有一位母亲，从小学到高考，一直
高标准严要求地打造着自己的女儿，
最终女儿进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可
是当女儿毕业后进了单位工作没几
天，就从21层楼上跳了下来。因为一直
以来，女儿活得不快乐也不幸福，没做
过自己想做的事、没选择自己想学的

专业，除了学习之外没有任何能力，所
以工作后遇到完不成任务、学不会变
通、人际关系不好等各类难题。直到这
时，母亲才痛苦地反思道：“我不就是希
望她幸福吗？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什么
成绩、名校，一点都不重要。吃糠咽菜的
生活，只要她喜欢，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说这些，也并不是要父母们
放弃要求，真的让孩子们随心所欲，而
是希望父母们调整一下眼下这种唯名
校、高分是图的思维模式，不要急功近
利地迫切想要得到明确的“成功”，也正
如眼下社会上流传的成人的“成功学”
一样，要的是成名、成家或者金钱地位。
试想，如果忽略对孩子灵魂的陶冶、忽
视孩子身心健康，这些所谓的成功，是
否能真正持久？

我们想跟晓薇说的是，人生不是
百米冲刺，冲到了某个学校、某些人前
面就万事大吉了，人生是漫长的旅途，
孩子需要具备在这未知的旅程中需要
的多种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在小学期
间完成学习任务，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和礼仪修养，培养为人处世的能力和
克服挫折、困难的能力等等。这些内容
并不一定非要在重点小学才能培养，
需要的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努力、一起
成长。另外，如此地寄希望于重点小学，
以为孩子进了这样的学校就进了保险
箱，更是一个不合理的思维。因为再好
的学校也有不合格的学生，每一个孩
子的情况不同、个人潜质不同，要发现
你自己孩子的特点，去帮助他拓展，因
为未来的生活需要的是一些实实在在
的应对能力。其实，按照发展心理学的
理论，小学阶段的任务就是育人，重点
需要培养的是孩子们的求学、做事、待
人的能力。换句话说，此时我们需要的
不是让地里的小苗长得又快又高，而
是给小苗施肥、松土、浇水，让其吸吮和
吸收，为未来的茁壮成长储备好充足
的养分。所以，晓薇夫妇要放下过高的
焦虑，把重点放在陪伴孩子，并辅助他
完成一些这个年龄能做的事情上，多
让他接触同龄孩子，多增加孩子的阅
读时间。其实，孩子的其他能力增强了，
学习能力自然会跟上，与上不上重点
小学没有必然联系。

学区房

贷款

借钱

接送

压力

零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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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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