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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坑爹”
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围着
餐桌边吃饭边闲聊，女儿突然
就蹦出了一句“坑爹呢！”我当
时瞪了孩子一眼并生气地说
道：
“ 你知道这句话表达的是
什么意思吗？以后不许再说
这句话！”摸不着头脑的她问
道：
“ 怎么了？在我们学校同
学之间也这么说啊，为什么我
不能说？”我解释道：
“ 这是脏
话，是不文明的语言。你对着
你爸爸说‘坑爹’，你觉得这样
好 吗 ？”女 儿 听 完 低 下 了 头 ，
“噢”了一声，吃完饭就默默回
房间写作业去了。
我坐在沙发上回想着餐
桌上的一幕，知道刚才自己的
情绪影响了孩子的好心情。
思考着网络上的流行语，每年
都层出不穷，怎样能帮助孩子
规避网络不文明语言呢？孩
子还小，正是学着辨别好坏的
年纪，无法避免跟着周围人学
舌。既然女儿是因为不懂网
络语言背后的意义才胡乱引
用的，那让她明白了其中的含
义就不会说类似于“坑爹”等
不文明语言了吧！
文/家长 杨红生

儿子承诺
不再看电视
儿子经常在家看电视，一
直找不到有效的办法控制他
看电视的时间。在得知学校
前一阵组织学生体检的事情
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契
机，打算以此为由改掉孩子看
电视的习惯。
那天晚饭过后，我把孩子
叫到跟前，在体检结果还没出
来的情况下，我故意表情严肃
地说：
“前两天你们学校组织的
学生体检结果出来了，上面写
着你的视力很不好。在这样的
情况下，如果你还持续长时间
地盯着电视看，未来的某一天
你很有可能会突然失明。
”
见儿
子听得很认真，我继续说道：
“失明，
就意味着什么都看不见
了，成为一位盲人。现在你有
两种选择，一种是不把体检结
果当回事，继续长时间盯着电
视看，直到彻底失明。另一种
选择是周一到周五让眼睛得到
充分休息，周六和周日看电视
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
”
儿
子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地回应
道：
“我选择第二种，一个星期
能看两个小时的电视。
”
孩子的表现出乎我的预
料，居然没有哭闹，甚至都没
有在看电视时间上和我讨价
还价。怕他没有听清两种选
择，我又重复了一遍。儿子沉
默不语，想了想说：
“ 妈妈，我
不想当盲人，我不会再看电视
了。”然后拿来笔和纸写下了
自己不看电视的承诺，我把它
贴在了电视旁边的墙上。
第 二 天 ，儿 子 从 学 校 回
来，习惯性地又想看电视，我
拉着他看贴在墙上的承诺书
才打消了他看电视的念头。
那天晚上直到他安静地睡下，
墙上的内容他读了三遍。
文/家长 骆秀娟

亲爱的女儿：
11 年前，
你的降生，
让我们
都特别高兴也很手足无措。换
洗尿布、冲泡奶粉、哄你睡觉
……这些事情对于我和你爸爸
来说，
都是美好的初次，
因为我们
毫无经验。见证你人生的每个
第一次，
伴着你慢慢成长，
是妈妈
最开心的事。感谢你给了我们
学习的机会，
陪着你一起成长。
后来你上了幼儿园，
每天你
爸爸笨手笨脚地为你梳妆打扮，
然后再送你去幼儿园。回想起
你因为不愿意穿鞋子和爸爸闹
情绪，在爸爸那挨了打，我心疼
地流下了眼泪，你却安慰我说：
“妈妈，爸爸打得一点都不疼！”
还记得在奶奶家时你从双杠上
摔下来，满嘴是血，把爷爷奶奶
吓坏了，可你第二天却乐呵呵
地、
轻描淡写地打电话告诉我你
受伤了但伤口已经没事了。
仿佛是一瞬间，你就匆匆
地告别了幼儿园生活，背上书

包走进了教室，成了一名小学
生。妈妈一直希望你能成为一
名优秀的学生，从此，我变成了
一位“严厉”的妈妈，因为我认
为没有学不会的，只有努力和
不努力之分。这也许给你带来
了不小的压力，以至于我是别
人眼里的“后妈”！因为学钢
琴，因为学英语，我们之间发生
了很多次矛盾，妈妈总认为你
现在还小，还不能体谅大人的
良苦用心，可在你眼里却变成
了妈妈过于苛刻。
希望有一天你能明白，妈
妈能给予你生命，但不能替你
生活，以后的路还要自己走。
我能给你少年时的快乐，但给
不了一生的幸福；虽然我没有

像其他妈妈一样，每天把爱挂
在嘴边，但我把对你的爱深深
地藏在了心底，把对你的情紧
紧地攥在了手心里。孩子，你
感觉到了吗？
一切仿佛如昨天，一晃却
已过去十一年。你那酣甜入睡
的婴儿模样，仿佛就在眼前。
你身上散发的奶香味，好像在

我鼻尖萦绕，再过两个月你就
十一岁了。你在慢慢长大，妈
妈却在慢慢变老。虽然我们从
没对你说过，但在我们眼中你
永远是最漂亮最可爱的。爱你
的心永远不变，希望你的每一
天都是健康的，
快乐的！
爱你的妈妈
文/家长 崔淑华

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
父亲：
是什么原因，让你未能及时完成家庭作业？是有些题目不会做还是
作业量太大？说出来或许我可以给你一些好的建议。
儿子：
在课堂上我没记全老师布置的作业内容，
心里惦记着玩游戏的事情。
父亲：
嗯，
谢谢你的坦诚。我认为，
一味地刻苦学习没有一点娱乐算不上
是好学生，因为玩游戏忘记了学生应该做的事情似乎也偏离了好学
生的标准，
你认同我的观点吗？
儿子：
认同。我以后不会因为贪玩占用学习时间，
我改正。
儿子因为贪玩未及时完成
家庭作业，作为父亲当我以平
等的态度，不再把他当作孩子，
而把谈话当作是两个男人之间
的对话时，发现坐在对面的儿
子不再像之前那样害怕、惶恐、
拒绝沟通，反而在态度上轻松、
主动了许多。这使我意识到在
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以前的
做法真的错了。
之前孩子犯错误时，我总
是大声呵斥，不给孩子解释的

机会。我错误地认为，小小年
纪应该学会担当，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何况他是男孩。所谓
的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
故事，应该从小给孩子树立良
好的行为习惯，否则长大后就
很难纠正了。我总是以父亲的
绝对权威和是非标准去衡量孩
子的一切行为，渐渐地孩子开
始惧怕我，可这并不是我所期
待的父子关系。
直到有一天与朋友聊天，

他和我分享了与孩子相处的
经验。他说在他的家里，父子
双方是平等的两个主体，孩子
犯错时他从不进行责备，而是
耐心地与孩子一起分析犯错原
因，弄清原因后告知孩子正确
的处理方式，使孩子认识到自
己错在哪里，在下一次遇到相
同事情时会多一种正确的选
择。
是啊，不管以怎样的方式
去批评孩子，其目的不是为了

证明孩子是错的，而是想要告
诉孩子怎么做是对的。在孩子
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之
前，逼他认错是在削弱他的自
尊，也是在教他说谎。作为父
亲，总有一天家庭角色中的绝
对权威会被打破，我们需要做
的不是努力保持曾经对于孩子
无所不在的旧权威，而是应该
学会用合适的方式与孩子建立
更好的沟通，懂他的开心与不
开心。
文/家长 王欣

家长之声微播报
家长 翟艳华：

家长 刘宏敏：

孩子在学校受到一丝一毫
精神或身体上的损伤，
学校就应
该承担全部的责任？一位老师，
怎么可能照顾到全班三十多位
学生的身体和情绪呢？我记得
有则报道说，
日本学生在参加学
校组织的爬山活动中不小心摔
倒并且扭伤了脚，
通知家长到校
后家长不但没有埋怨老师和学
校，
还向学校道歉说自己没有教
好孩子给学校添麻烦了！相比
之下，
我们家长是不是应该反思
呢？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们的想
法和做法是否也在左右着学校
老师们的教育方法和策略？多
给老师们一些信任和尊重吧！

自打进入小学的第一天，
我就告诉孩子书包是你最该珍
惜的学习用品，你要是把它整
理好，它就会给你带来方便。
我们一起分析书包的兜兜，根
据大小安排书本、笔袋、剪刀等
学具的不同位置，怎么拿东西
方便，就示范了这么一回，后来
她的书包总是整整齐齐的。
教育孩子是大事，但是要
从孩子的日常小事抓起。在帮
助孩子养成好习惯的路上，也
许孩子会时而遵守时而反复，
所以作为家长一定要坚持定下
的原则，才能促使孩子习惯的
养成，
从而终身受益。

家长 刘增尧：
作为家长，想要端正孩子
学习态度就必须帮助孩子提
高对家庭作业的认识。要让
孩子明白，每天保证质量地完
成好老师留的各项家庭作业，
是作为一个学生应尽的职责，
就像父母每天上班都要认真
负责地去完成本职工作一样，
没有讨价的余地。同时还得
让孩子明白，作业是掌握知识
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学习
的延续，是巩固和提高成绩的
重要手段。

家长 王玥：
在日常生活中，我与儿子
就像是好朋友，无话不谈。我
与儿子之间如此和谐的关系，
不得不提到一个组织——家长
委员会。
我是角门小学家长委员会
成员之一，通过参加家委会，与
各年级的家长都有认识和沟通
的机会，还能借鉴其他家长在
教育孩子方面的经验和不足，
使自己能在家庭教育方面不断
完善和提高，正确引导孩子的
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