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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父母，放飞孩子，母
亲、父亲、父母亲，要做几件事
情。

母亲首先要有一个遇事心
平气和的态度。如果一个母亲
动不动就不讲道理、发脾气，自
己脾气控制不住，遇到事情也
不分析前因后果，先把孩子骂
一顿再说，或者和老公先吵一
架再说，这样的母亲带出来的
孩子，大气沉着基本是没有
的。因为你本身就焦躁，带出
来的孩子就更焦躁。所以，心
平气和的女人，实际是在保护
这个家庭，如果女人的脾气又
和善又讲道理，那这个家庭一
定就特别安宁。

第二个是整洁干净勤快的
习惯。家里的女人不能邋遢，
要能把家收拾的温馨舒适。让
孩子在干干净净的环境里长
大，这样有利于养成好的生活
习惯。

第三，拥有阅读学习的爱
好，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更长，
如果母亲帮助孩子阅读，孩子
就更容易有好的阅读习惯。当
然，父亲也要带着孩子读书。

母亲要有的要素，父亲也
都要有，除此之外，父亲还要有
三个要素。第一正直开朗敢于
担当的个性。在孩子面前是一
个顶天立地的父亲形象，有什
么事情都能扛着，让孩子看到，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第二是善于探索钻研的精

神。父亲必须带着孩子去探索
钻研。

第三，追求理想的勇气。
父亲需要用理想来引领孩子，
让孩子感觉你就是一个愿意为
了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事业，包
括为了世界的进步作贡献的
人。不要把自己的理想加到孩
子头上，孩子是被父母自然带
出来的，孩子个性好了，思想开
阔了，人品也不错，那么成绩如
何也不那么重要。

父母亲也要一起做几件重
要的事情。首先一起制定孩子
合理的成长计划，通过规矩制
定孩子良好的发展习惯，和孩
子充分交流、伴随成长。

成长计划要考虑到孩子的
个性和爱好，我鼓励家长去寻
找孩子的爱好，而且不需太多，
尊重孩子的天性，找到以后坚
持下去。任何东西学到具有成
就感，是一个漫长的、需要鼓励
的过程。有的时候，父母还要
对孩子个性做一点分析，孩子
有时需要我们设计。

其次，通过规矩制定孩子
良好的发展习惯。比如最简单
的问候别人的规矩。一个没有
规矩的孩子长大以后横冲直撞
到处碰壁，没有边界，很容易
出问题。如果我们不给孩子设
立边界，孩子长大了一定会被
社会惩罚。父母要有原则。没
有原则的父母教育出没原则的
孩子，并且失去孩子对他们的

尊重。孩子需要原则，这让他
们的成长有了土壤，没原则的
孩子会经常碰壁，并使他们安
全感丧失，从而失去进取心。

养成良好的习惯，教育就
是习惯的培养，凡是好的态度
和好的方法，都要使它化为习
惯，只有熟练养成了习惯，好
的态度才能随时随地变现，好
的方法才能随时随地应用，好
像出于本能，一辈子也用不
尽。

发掘孩子的天赋，建立梦
想。天赋和爱好是孩子幸福和
专注的基础。梦想是孩子一生
发展的动力，梦想和高分数、名
校没有关系。梦想是一种志
向，名牌大学只是目标。成为
一个领域的顶级偏才，也比一
无所长的名校毕业生更有
成就。具体到家庭教育
中，不要求孩子门门科目
都好，但一定要有一门在
班上前列。另外业余爱好
也是，有一个比较出色就行，
无论是音乐还是绘画。我把
这称为“双项自信心”，有这两
个，孩子就不会陷入完全迷
茫，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且
这个培养不要怕晚，只要愿
意，只要鼓励，什么时候都不
晚。

（朱秋霞 晏海雁 整理）

放飞孩子，家长要做好几件事情

那有家长就要问了，怎么
培养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
很简单：任何孩子的要求需设
定另一个目标，如果孩子买一
个玩具，爸爸妈妈一定买，但
是有条件，条件是小到把这篇
课文背下来，完成 20 道数学
题，大到把这本书读完或者帮
我干 3 天家务，甚至连续一个
礼拜把房间打扫干净。谨记，
家长千万不要主动提出满足
孩子的需求。现在中国家长
有个毛病，一天到晚想方设法
讨好孩子。你不能讨好，孩子
该怎样就怎样。我儿子 10 岁
时，大部分朋友都有 ipad，孩子
回来和我说想要，我说好啊，
但是你知道 ipad多少钱吗？我
说 5000 元，5000 元什么概念？
就像我们家阿姨，早上 6 点做
早饭，晚上 10 点还在整理房
子，一个月就拿 5000元。他说
我也没有挣钱，我说是，他说
你有钱，我说我的钱是我的钱
和你没有关系，他说那你让我
做什么吧。我说爸爸会给你
买，你的同学都有，但是这里
有一堆书，你把它们读完，我

就给你买。他说我不要了。
又过了一个礼拜，他说又想
要，我说要没关系，条件不变，
就是这 20 本书，你读完，我就
给你买。读到第10本，我就出
差了，3 天以后回来，不读了，
说我有了，我说怎么回事？他
说：妈妈给我买了。你看，夫
妻之间对孩子教育不一致就
会出现问题。所以自我控制
是要培养的。

社交情商就不细讲了。孩
子学会和人打交道，最核心要
素，让孩子学会不管是受委屈还
是占优势，在语言行为上一定要
做到得体。我们这一代人是自
然学会的，因为家里兄弟姐妹一
大堆，有一个苹果，你肯定不能
一个人吃，你就得分着吃。现在
的孩子容易走极端，一走极端，
到了大学，同一个宿舍，四五个
人的时候就容易出问题。曾经
有两个优秀大学的优秀学生，为
了一双臭袜子，动了刀子，断送
了两个人的前途，典型缺乏社交
情商。

热情是对生命的热情和
向往，不是对人的。就是看到

长江内心产生激动，到了金山
寺能回忆起苏东坡和佛印和
尚曾经有过的一段对话。这
种生命的热情要培养。我记
得小时候和女儿一起到海边
去 ， 看 着 月 亮 从 海 上 升 起
来 ， 很 美 。 我 说 外 面 有 点
凉 ， 我 们 回 去 吧 。 小 朋 友
说，不，我还要看月亮。美
在孩子心目中是自然的，这
种东西多了以后，他就知道
如果有一天世间容不下我，
大自然依然可以容得下我，
所以他的生命就会延长，生
命的宽度和广度就会特别的
好，到最后就不存在孩子要
不 要 自 杀 的 问 题 了 。 为 什
么？这个世界那么广阔，那
么宏大，我还没看够呢，我
为什么要自杀啊？

一个完善的人，包括智
商、情商、逆商。情商就是
我 刚 才 说 的 社 交 情 商 。 智
商，是大家一直努力的，包
括提高自己的考试能力。逆
商就是我刚才提过的坚毅，
就是如何在失败中培养出来
抗打击能力。

京江晚报讯“我儿子11岁
时要买 Ipad，我说，我可以帮你
买，但你先得把 20 本书读完。
儿子说，那我不要了。过了几
天，儿子说还想要Ipad，我说行，
条件不变。于是儿子开始读书
……我想说的是，孩子的自我控
制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昨天上
午，新东方创始人、新东方教育
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省镇
江一中，与我市 3000 余名家长
代表分享了他的家庭教育观，引
来家长们的阵阵共鸣。中国移
动镇江分公司昨天进行了现场
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达到 4.5 万
人次。

近年来，有关家庭教育的讨
论热度空前。如何让孩子成为
最好的自己？家庭教育该承担
什么样的角色……为助力家长
和孩子的共同成长，我市特邀请

“教育大咖”俞敏洪来镇开展主
题为“做好父母 放飞孩子”主题
讲座，此次活动由镇江市教育
局、镇江报业传媒集团主办，中
国银行镇江分行协办，中国移动
镇江分公司、新东方镇江学校、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京江晚报
共同承办。

俞敏洪从自身的成长经历
讲起，谈他的母亲从小对他的教
育，再到他为人父母后，对自己
孩子的教育，提出为人父母应该
养成读书的好习惯，要懂得真诚
高尚的人格、开朗豁达的个性、
勤奋向上的态度、独立勇敢的精
神、敢于吃苦的习惯、不怕失败
的心理、善于交流的能力、宽容
大度的处世以及终身依赖的技
能，才是对孩子最重要的东西。
俞敏洪特别指出，一个完
善的人要兼具智商、情商

和逆商，而一对
好的父母，要一

起制定孩子合理的成长计划，通
过规矩养成孩子良好的发展习
惯，和孩子充分交流，伴随成长。

“家庭教育看似一个以‘家
庭’为闭合环境的教育活动，实
际上却与学校、社会有着紧密的
联系。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而要想历练出‘最
好的老师’，离不开从事教育事
业的园丁，离不开谋划教育发展
的主管部门，离不开一座城市向
学好学的舆论氛围和人文底蕴，
也离不开社会体系中不同职能
单元的关注和推动。”镇江日报
社党委书记、社长，镇江报业传
媒集团董事长王红卫在致辞中
表示，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报业
传媒集团虽职能分工不同，但倾
注心力推动镇江教育事业发展
的愿望是一致的。作为教育主
管部门和本地权威媒体，双方联
手推出过许多指向教育、面向市
民的活动。如今俞敏洪有关家
庭教育讲座的举办，为今后共同
打造更多类似的公益活动、讲坛
讲座提供了范本。

作为活动的协办方，中国银
行镇江分行也一直关注教育，致
力于各类公益活动的举办。副
行长沙亚平表示，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和国民财富的积累，近年
来我国海外留学生数量急剧增
长，且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
2017年全国留学总人数突破60
万大关，同比增长超过11%。作
为镇江金融版图上历史久远、极
具品牌价值的领军银行，镇江中
行在关注金融服务的同时，还为
广大客户提供各类非金融增值
服务，每年举办中银财富大讲
堂、主题讲座等中高端客户活
动，邀请军商政教各界翘楚为广
大市民带来一次次思维碰撞、精
英交流，关注家庭教育与子女成

长，助力物质与精神财富的
双重传承。 （古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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