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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 事乐乐

祖孙

一天，14岁的孙
子对我说：“奶奶，我
喜欢上了我的同桌。”

我一愣，然后很快冷静下来，问
他：“嗯，她喜欢你吗？”孙子羞涩地点
了点头。我笑着说：“我孙子挺不错
呀！”孙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想了想，继续说：“如果你将来
就在这里发展，那你可与她一起好好
学习，等你们长大，有能力养活自己
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结婚了。不过，
如果你想离开这座城市，将来到其他
城市去发展，那我就劝你，最好是到
那里去寻找爱情。你不是一直想读

清华、北大，想留学出国吗？如果是
那样，那你就更应该作长远打算了。”

最后我强调：“但是，这一切，你
都有选择的权利。”孙子不断地点
头。几经思想斗争，他没和同桌有新
的发展，而是专心致志地读书。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体会到，
在教育早恋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应根
据孩子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在
整个过程中，作为家长，一定要注意
教育方式，不要让孩子觉得你是在拆
散他们，而是要让孩子觉得你是在帮
助他，是从孩子本身的意愿出发的！
（重庆 郑桂初）

与孙子讨论爱情

孩子上初中后，就像变个人

天津初二学生家长俞女
士最近被女儿弄得有些不知所
措。从今年暑假开始，不知何
故，女儿在家总喜欢把自己关
在房间中，极少与家人沟通、交
流。更让俞女士郁闷的是，经
常是大人说一句，女儿有十句
反驳，而且是一言不合就顶
嘴。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孩子都会立刻给她怼回来，亲
子关系越来越紧张。

几位家长有着与俞女士
同样的苦恼。一位初三学生家
长透露说，孩子上初二时，期中
考试没考好，她与孩子进行了
一次谈话，希望他能从这次的
考试失败中吸取教训，争取下
次考好。没想到的是，在她看
来这是一次“正能量”的谈话，却

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孩子不仅
当时就表现出闷闷不乐，而且
学习成绩也逐步倒退。初三新
学期刚开始，班主任更是反映
孩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跟同
学有一点小摩擦就“暴脾气”。

家长过度关爱，孩子也心烦

针对俞女士反映的“不愿
与家人沟通”问题，俞女士女
儿艳艳的说法是，不是她不听
话，而是妈妈总是不能理解她
的感受。

艳艳说了她与母亲之间
的两件小事。一天晚上10时，
妈妈要求她上床睡觉，艳艳央
求妈妈说：“我还不困，再看半
个小时的电脑，而且是为了学
习。”可妈妈说，已经 10时了，
明天还得上学，必须睡觉。吃
饭的时候，妈妈不断地给她夹

菜，说这个菜有营养，多吃一
点。艳艳说：“我已经吃饱了，
吃不了那么多。”妈妈却说，吃
了那么一点点，怎么可能吃饱
了，再吃一点。由于不停地劝
吃，艳艳顿时感到烦心起来，把
碗一推，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

“没法沟通交流，我们的
思想总是不在一个频道上。”
艳艳认为，她有能力判断自己
究竟困不困、是饥是饱，而家
长以关爱名义的主观做法，让
她很难接受。

对青春期孩子，说话别着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曾
经在一项初中生家庭教育现状
调查中针对“初二现象”指出，
初二是一个产生剧
烈变化的阶段，是初
中生思维和品德发
展的关键期，这一时
期的初中生往往有
一些异于其他阶段
的行为表现。

天津市区几所
中学的几位老师一
致反映，初二是学生

成绩两极分化最明显的阶段，
也是违规违纪最频繁的阶段，
主要问题是有的学生性格叛
逆，在家里和父母对抗，在学校
和老师作对。而且这个阶段的
学生，情绪和学习成绩都容易
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天津一中心理健康老师
王亚丽说，从初一到初二，学习
难度一下子加深了，这个时段
又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青春
期，所以家长不能心急，有些事
要商量着来。“如果上来就对孩
子着急上火，孩子肯定要逆反。”
她提醒家长，对孩子的变化应
早做心理准备，应该用平等的
态度与孩子交流，而不是强硬
的说教。（摘编自《今晚报》）

大人说一句，初二熊孩子怼十句
用心道歉

小孙子快5岁了，非常
淘气。一天，他做错了事，
我让他道歉，他不肯。在我
声色俱厉的强迫下，他很不
情愿、很不耐烦地说：“对不
起！”

我说：“这不行，你态
度很不好，我不接受，必须
重新道歉。”

他很执拗地说：“我
不！我已经道歉了。”

我说：“你的道歉不诚
恳，不用心，要从心里真诚
道歉才行。”

听了我的话，他立马
立正站好。片刻，他说：“好
了，我道歉了。”

我一愣，说：“哪里？
我没听见啊！”

他一本正经地说：“你
不是说用心道歉吗？我已
经在心里道歉了。”（山东青
岛 赵盛基 60岁）

怎么不点赞

孙女喜欢画画，常将
得意之作用手机拍下来发
到“幸福一家”微信群里
晒。家人经常夸奖她以示
鼓励，孙女喜不自禁。

这天，孙女又晒出她的
作品，照例赢得一片喝彩。
见我没有反应，孙女便问：

“爷爷，您看到我的画了吗？”
我乐呵呵道：“看见了

呀，宝宝大有进步，继续努
力！”

孙女嘟着小嘴说：“大
家都为我竖起了大拇指，爷
爷您怎么不给我点赞呢？！”
（重庆 陈世渝 62岁）

罚姐姐倒垃圾

学 校 与 幼 儿 园 都 放
假，孙女与孙子两姐弟几乎
天天黏在一起。有一次，孙
子被姐姐惹哭了，跑去奶奶
那里告状。

奶奶哄他：“姐姐不该
欺负弟弟，你说该怎么处分
她？”

孙子认真想了一下，
说：“就罚姐姐去倒垃圾。”

奶奶问他为什么，他说：
“这样把姐姐一起扔出去。”
（湖南长沙 毕政 70岁）

斯坦福大学高材生、马术
冠军……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的大女儿詹妮弗动不动就霸
占微博热搜榜。得知她的家
庭背景时，人们常说：那么优越
的物质条件，一般家庭怎么比
得起？然而，世界首富的“育儿
经”，颠覆了很多人的想象。

按照中国的观念，“再穷
不能穷孩子”。尤其是女儿，
更应该富养。然而，比尔·盖
茨的观念却是截然相反的，盖
茨家族一向认为“再富不能富
孩子”。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
时候说过：“我们的教育理念
很清晰，把大部分财产捐给慈
善基金会，帮助孩子找到他们
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让他们自
由尝试任何东西，而不是把大
量金钱直接倾倒在他们身
上。否则，他们可能一事无
成。”詹妮弗的童年和少年时
代，过得和普通人家的孩子并
没有什么不同。更出乎意料
的是，靠电脑起家的比尔·盖

茨，却给女儿制定了几乎严苛
的家规。每天使用电脑时间
严格受限、14 岁之前不得拥
有手机，这些规定曾让少女时
代的詹妮弗叫苦连天。

盖茨严格约束女儿，不让
她沉溺于物质和玩乐。但另
一方面，他又是天下最温柔的
父亲，努力挤出来大量的时间
用来陪伴和引导女儿。在詹
妮弗该上幼儿园的时候，盖茨
和妻子花费大量时间对附近
的幼儿园进行反复考察对比，
最终敲定了一家环境最好的
幼儿园。无论多忙，盖茨每周
都会固定接送女儿三天。

对于女儿的兴趣爱好，他
毫不含糊地大力支持。詹妮
弗喜欢马术，盖茨就给她找了
马术老师。詹妮弗进行马术训
练的时候，盖茨经常亲自到场
加油鼓劲。在这种家庭教育下
成长起来的詹妮弗，优秀而自
律，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白
富美”。（摘编自《世界博览》）

世界首富不富养女儿

在浙江省浦江县浦阳街
道联盟村，人们经常看到这样
温馨的画面：一名女子坐在小
板凳上给一位老人洗脚、剪指
甲。女子叫张丹玲，今年 38
岁；老人叫张序棋，今年 96
岁。他们是爷孙俩。

“我喜欢洗脚，洗完暖
和。”除耳聋外，张序棋身体硬
朗，平时独自住在老房子里。

“他不愿意在城市里待
着，也不愿意住新房子。”张丹
玲说，爷爷有 3 个儿子，平时
对他都很孝顺，但老人习惯一
个人居住。“爷爷现在吃饭都
由居家养老中心配送，我爸会
每天来看他一次，我妈经常会
过来给爷爷洗衣服，我叔叔他
们也时常来看他。”

尽管家里的长辈对爷爷
都很关心，但每周必须回家看
望爷爷一两次成了张丹玲这
几年雷打不动的习惯。“我父

母常年在外做生意，我3岁就
开始跟爷爷奶奶住，直到 15
岁。”在张丹玲的记忆中，爷爷
特别严厉，但对自己特别好。
张丹玲后来考上了卫校，毕业
后在县城工作的她总是牵挂
着爷爷的生活。“奶奶在我15
岁时就走了，这些年爷爷一直
一个人生活，在他 90 岁的时
候，还能上山挖笋，然后晒成
笋干给我。”张丹玲说，爷爷身
体一直不错，只是这两年开始
腿脚不太灵光了。从两年前
开始，张丹玲每周都会烧好吃
的带给爷爷，并给爷爷洗脚。

除给爷爷洗脚，每次来看
爷爷，张丹玲都会给爷爷整理
房间、洗头、剪指甲。村民们
一个劲地夸她孝顺。这个时
候，张丹玲都会不好意思地
说：“爷爷从小把我带大，现在
他老了，我理所当然要照顾
他。”（摘编自《金华日报》）

38岁孙女每周给爷爷洗脚

■隔代最亲

孩子上初二，越来越不愿和家人沟通了。”天津市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近日举办分享沙龙活动，几位初中学生家长

聚在一起都感慨孩子越来越难管。殊不知，“初二现象”这个概念
在教育学界流传颇广，意思是说，初中生正值“身心聚变”的青春
发育关键时期，尤其初二学生更为明显，既是孩子发展的危险期，
同时也是教育的关键期。家长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初二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