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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有些家长掌控欲很强，他
们过度关注自己的孩子，总是
要“拯救”自己的孩子。如果
孩子不能做完某件事，家长会
帮它们完成。还有的家长常
说“按我说的方法做”，他们不
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有时
候他们会对孩子嚷，来释放他
们的压力。但是长此以往，孩
子也会反抗，从而让家长的压
力更大，家长会因为孩子的反
抗而感到愤怒，形成一个恶性
循环。

家长要对孩子有一定的宽

容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孩子
才刚来到这个世界没多久，有
很多东西都需要家长教他们，
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家
长要对孩子宽容，给了孩子自
信，相信他们有改正错误的能
力，家长自己也会平静下来。
如果家长意识到自己会发火，
就对自己默念：停、坐下、呼
吸。做完这三个动作之后，怒
火会渐渐平息下来。

父母要能够让孩子自己做
主，让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去探
索。同时，对于他们的行为给

予温暖和尊重。如果家长和孩
子之间有分歧，家长往往能够
降低自己的身份，和孩子一起
解决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地
指责。这类家长在教育孩子时
往往更有自信，因为他们认为
自己对孩子很了解。

其实，家长经常对孩子生
气不仅不利于家庭关系，对自
己的健康也有伤害。因为需要
掌控一切，这类家长往往给自
己很大压力。压力越大，越会
让人感到压抑和焦虑。而焦虑
一旦不可控，就有可能导致长

期的身体疾病，比如肠胃不适
（恶心、腹泻）、失眠，以及免疫
系统的问题。愤怒的情绪会对
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愤怒会
让人们心跳加快，肌肉紧张，血
液从胃部转移，对消化道系统
产生极度不良的影响，有害健
康。有心理学家认为，有自信
的人身体状况更好，寿命也更
长，因为自信是一种积极的情
绪，能够对抗焦虑，对精神和身
体都有益。因此，家长在生气
的时候静下心来，对孩子宽容
也是对自己宽容。

金山区举行
戏曲夏令营活动

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加强学生综合素质
教育，拓展“戏曲进校园”师生
们的戏曲知识及实践能力，体
验戏曲文化的魅力。7 月 8 号
到 7 月 10 号金山区的 55 位师
生们在金山区“戏曲进校园”
领导工作小组的组织下来到了
张家港、苏州等地举行了“胜
日寻芳梨园行”2018 金山区

“戏曲进校园”锡、昆、评项目
夏令营活动。

三天里，营员们实地走访恬
庄古镇寻找戏曲的发源文化；走
进张家港市锡剧艺术中心、苏州
评弹博物馆、中国昆曲博物馆、
古戏台、长江文化博物馆等充分
吸收戏曲的文化知识；观摩锡
剧、昆曲、评弹专家们的精彩表
演。

在活动现场，戏曲专家们声
情并茂的演绎和生动的肢体语
言，激发营员们学习戏曲表演的
兴趣；专家们边唱边演，提高了
营员们的学戏热情。营员们都
纷纷上台和老师一起学习、演绎
戏曲。营员们不仅模仿专家们
外在的形体动作，还揣摩角色内
心的情绪表达，精彩纷呈、惊喜
不断。汇报演出时营员们在舞
台上“你来我往”、争奇斗艳，每
一个节目都赢得现场的掌声阵
阵。

青年报 高彩云

干巷学校举行
学生自救自护培训

为了增强学生以及家长预
防溺水的自我保护意识，正确处
理各种溺水危险事件，7月10日
下午，由金山区体育局主办，金
山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上海市
干巷学校、吕巷镇文化体育服务
中心以及吕巷镇社区体育健身
俱乐部承办的2018年金山区暑
期学生防溺水和自救自护技能
培训活动在干巷学校举行，吕巷
地区的部分学生及家长一百多
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家长和学生们在干巷学校
报告厅集中进行了理论知识学
习。主讲人薛老师不仅深入浅
出地讲述了做好防溺水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教育引导学生要掌
握并做到“七不一会”，更结合生
活中的溺水案例，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以及形象具体的表述向学
生们讲解了溺水事件发生的原
因、溺水时的症状、水上自救以
及如何在他人遇险时冷静处理
等内容。

在干巷学校百姓游泳池，体
育局庄强科长向家长和学生们
现场演示了如何就地取材，利用
塑料袋、饮用水瓶、漂浮物等进
行自救以及利用递竹竿、抛物
品、抛绳子等方式进行施救，引
导学生掌握紧急情况时自救和
施救的正确方法。救护员还手
把手给孩子们进行安全知识现
场教学。

青年报 高彩云

理性教育孩子 走出教育误区
暑期来临，孩子们

在家的时间更多了。有
的家长担心孩子安全问
题，把孩子交给老人带，
总说隔代亲，老人不免
惯孩子。也有的家长见
孩子不好好写作业，沉
不住气吼孩子。过度惯
孩子或凶孩子都不是好
的教育方式，教育是个
永恒的话题，那暑期家
长应该怎么处理好和孩
子之间的关系呢？

青年报 于诗婕

关于让孩子自己做家务，
有的家长说：“我疼都来不及，
还忍心让孩子劳动？”也有的
说：“叫‘小东西’做事更麻烦，
还不如我帮他做了。”所以三四
岁的孩子还要喂饭，还不会穿
衣，五六岁的孩子还不做任何
家务事，不懂得劳动的愉快和
帮助父母减轻负担的责任，这
样包办下去，必然失去一个勤
劳、善良、富有同情心的能干、
上进的孩子。

本来“初生牛犊不怕虎”，
孩子不怕水，不怕黑，不怕摔
跤，不怕病痛。摔跤以后往往
自己不声不响爬起来继续玩。
后来为什么有的孩子胆小爱哭

了呢？那往往是父母和祖父母
造成的，孩子有病痛时表现惊
慌失措，娇惯的最终结果是孩
子不让父母离开一步。这样的
孩子会变得胆小无能，丧失自
信，养成依赖心理，还往往成为

“把门虎”，在家里横行霸道，到
外面胆小如鼠，造成严重性格
缺陷。

有时爸爸管孩子，妈妈护
着 ：“ 不 要 太 严 了 ，他 还 小
呢。”有的父母教孩子，奶奶
会站出来说话：“你们不能要
求太急，他大了自然会好；你
们小的时候，还远远没有他
好 呢 ！”这 样 的 孩 子 当 然 是

“教不了”啦！因为他全无是

非 观 念 ，而 且 时 时 有“ 保 护
伞”和“避难所”，其后果不仅
孩子性格扭曲，有时还会造
成家庭不睦。

现在的家庭大多是一个孩
子，孩子是需要保护的，但这个
保护是要有一个“度”的。过度
的保护相当于家长剥夺了孩子
的发展权，父母应该学一下老
鹰的精神，只有狠心地撒手，小
鹰才能飞的更远，也更能飞出
自己的天地。

父母要想走出过度保护孩
子的误区，就要给孩子“动手”
的机会，从孩子婴儿期开始，父
母做事的时候，孩子部喜欢插
手，而父母总是阻拦，一是怕伤

着孩子，再是“帮倒忙”。父母
要想走出过度保护孩子的误
区，应该采取扶着走的态度，也
的的父母认识到过度保护的
后果太不好，于是就从一个极
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放任
自流，一切都由着孩子，最后
一定会出现孩子受伤害的结
果，一至于又给孩子保护走来，
因此，要采取扶着走的态度，遵
循由简到难，分步进行的原则，
给孩子一个适应的过程，一个
手扶着，一个手放开，充分发挥
孩子的能动性，让孩子在自已
的能力范围之内学会自理。学
会生存的本领，学会脱离父母
的独立。

爱孩子是家长的天性，过
分的爱，对孩子伤害较大。孩
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高人一等，
处处特殊照顾，如吃“独食”，好
的食品放在他面前供他一人享
用；做“独生”，爷爷奶奶可以不
过生日，孩子过生日得买大蛋
糕，送礼物……这样的孩子自
感特殊，习惯于高人一等，必然
变得自私，没有同情心，不会关
心他人。一家人时刻关照他，
陪伴他。过年过节，亲戚朋友
来了往往嘻笑逗引没完，有时
候大人坐一圈把他围在中心，
一再欢迎孩子表演节目，掌声
不断。这样的孩子自认为自己

是中心，确实变成“小太阳”了。
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有

的父母还给幼儿和小学生很多
零花钱，孩子的满足就更轻易
了。这种孩子必然养成不珍惜
物品、讲究物质享受、浪费金钱
和不体贴他人的坏习惯，并且
毫无忍耐和吃苦精神。过度溺
爱会让孩子生活懒散，家长允
许孩子饮食起居、玩耍学习没
有规律，要怎样就怎样，睡懒
觉，不吃饭，白天游游荡荡，晚
上看电视到深夜等。这样的孩
子长大后缺乏上进心、好奇心，
做人得过且过，做事心猿意马，
有始无终。

六岁到十二岁的孩子攀比
心很重，他们有时会感到整个
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各个季节
穿的所有衣服，除了她。一旦
你屈服了，那孩子的触角会继
续变长。很多家长犹豫着不能
与他们的孩子谈到钱的事，但
是如果你能很好地谈出家庭的
经济情况时，会有很好的帮
助。要帮助你孩子会更好地花
钱，理解什么是允许的范围。
然后清楚地告诉他你期待他花
多少钱。如果他们要新的很贵
的玩具，那他们就得攒钱。

有的家长总是边哄边求孩
子吃饭睡觉，答应给孩子讲3个

故事才把饭吃完。孩子的心理
是，你越央求他，他越扭捏作
态，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培养不
出责任心和落落大方的性格，
而且教育的威信也丧失殆尽。

家长要给孩子立规矩，有时
候孩子不听话，不愿与家长配
合，是因为他不了解或忘记了
行为的规则。再一次的提醒孩
子，可以让孩子体会和了解，但
要注意表情和声调，不要用喊
叫的方式，要用坚定、温和的声
调来对孩子说明或提出要求。
这时家长要切记，在人多的地
方讲话要小声点，这样既不会
妨碍别人，也容易让孩子接受。

不要过度掌控孩子

不要过度溺爱孩子

不要过度保护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