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行知当校长的时候，有一
天看到一个男生用砖头砸同学，
便将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公
室去。当陶校长回到办公室时，
男孩已经等在那里了。这时，陶
行知掏出一块糖给这位同学：“这
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
公室，说明你很守时。”孩子不敢
接，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说：“这
也是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
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尊重人。”男
孩将信将疑地接过两块糖，陶先
生又说道：“刚才我去了解情况，
知道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
生，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
你一块糖。”这个男孩子拿了 3块
糖就哭了，说陶校长我错了，以后
再也不打人了。陶行知再掏出第
四块糖，说：“你是好孩子，知错就
改，我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
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每个孩子都是可以改变的，
当看到孩子的缺点时，正是我们
教育者的机会。一个孩子刚刚进
入小学，如果他一字不识，是零起

点，老师应该充满了欢喜，觉得教
育机会来了；如果一个孩子识
2000 个字，还要他读一年级干
吗？这体现了教育的一个根本性
价值观——生命有缝隙，阳光才
能照进来。

很多年前的 5月 17日，我在
挪威旅游，那天晚上导游叮嘱我
们千万不要出去。晚上我听见窗
外大呼小叫、人声鼎沸，甚至有玻
璃窗被打碎的声音。后来我了解
到这是挪威的传统，从上世纪初
开始，所有的高中毕业生会在最
后一个学期的这一天举行毕业狂
欢。穿红裤子的学生是学文科
的，穿蓝裤子的是学理科的，他们
以班级为单位，去打工赚钱，然后
在一辆大巴里装上音响，到广场
上去比谁的喇叭响。5月 17日这
天晚上，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只要
不犯法。这真是一个非常疯狂的
夜晚。

为什么这样放纵孩子们？他
们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样回答
我：只有当一个人完全自由的时

候，他才知道自己哪些事情可以
干，哪些事情不可以干，这叫成
人。

钱文忠读高二的时候不过是
一个普通的孩子。他的历史老师
姓郝。有一天，郝老师在讲世界
史时讲到印度，讲到梵文，郝老师
说梵文很难懂，全中国只有一个
人懂，这个人叫季羡林，是北京大
学的教授。结果，下课以后钱文
忠就去问郝老师：“你说梵文就一
个人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
的？”“当然是真的。”“那么如果我
去学梵文，将来就是我一个人懂
了？”郝老师哭笑不得。后来，钱
文忠写了一封信给季羡林，说我
要报考北京大学，跟您学梵文。
季老回了一封信说：欢迎报考北
京大学，但是北京大学很难考。
第二年，这个非常普通的孩子竟
然以上海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
入北京大学。

教学的宽度有多重要。老师
的一句话，就可能改变一个孩子
的未来。 摘自《解放日报》

母亲这个词的地位在人类社会
里崇高起来，是源于文明的进化。
母亲和父亲的地位合乎一定比例地
上升，“母”字就带有一种原初、源起、
根本、来历的语意。

相关的词组就是从此类譬喻衍
生而成，母舌，就是自家民族的语
言；母钱，就是用来增加财富的资
本。甚至凡是形容所从出者，都可
以用母字：汉字起头的辅音，就叫声
母；引起发酵作用的真菌，就叫酵
母；一国之根本大法固然通名之为
宪法，说起宪法的位阶，都会说它是
一切普通法律之“母法”。

在亲族关系上，祖母又称“王

母”；原来不是什么方言或土俗的称
谓，其渊源甚至可以上溯于《礼记·
曲礼》。王父，即祖父；王母，即祖
母。曾祖母，又称曾祖王母；高祖
母，也叫高祖王母。以此推之，神话
里的“王母娘娘”并不姓王，而是昵
呼为“祖母娘娘”以显示其亲近、慈
祥罢了。由是观之，不只人人可以
为王，姑姨伯叔舅家，但凡为长辈之
妻者，都可以称母了。供乳的娘子
即使是外聘而来，没有血缘关系，也
称乳母、食母，恩谊等同生身。

大家庭里人口众多，有时容易
混淆，比方说“母母”，可不是指母亲
的母亲。“母母”是丈夫的嫂子，也就

是伯母，也只有身为弟妹的人可以
这么称谓。至于师母，是老师的妻
子——绝不可以称师奶。

在植物里，“贝母”能够止咳化
痰，“益母”可以活血化瘀，“知母”助
人清热去火。母字当头，底下牵引着
动植物的字不胜枚举，但是母猴则不
只表示雌性的猴，这个语词和“猕猴”

“马猴”都一样，指的是一种猴子。
我们都知道：生日是母亲受难

的日子，故诞生亦呼母难。不过，还
有一个很容易被误会、也犯忌讳的
词：“母忧”。可不是母亲忧愁了，它
同“母艰”一样，是指母亲过世了。

摘自《见字如来》

说起古代好饮酒的名人，李
白估计是大多数人头脑中闪现
出的第一个名字。但实际上，除
了这位“酒中仙”之外，还有一位

“醉侯”，那就是魏晋时期的名士
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
淮北)人，与阮籍、嵇康、山涛、向
秀、王戎和阮咸并称为“竹林七
贤”。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他的
生卒年，有一种说法是，他生活
的年代大约是221年至300年。

从史料的记载能够看出，刘
伶有点儿其貌不扬。曾有人计
算过，古代的“八尺男儿”身高大
概相当于现在一米八，刘伶“身
长六尺”，换算过来可能只有一
米五左右。

但他却是一个淡泊名利、秉
性率真的人，一向对钱财看得很
淡，也许多少还有点宅：每天沉
默寡言，不理会人情世故，既不
喜欢旅行，也不随便交朋友。

不过，等刘伶与阮籍、嵇康
等人结识，马上觉着遇到了知
音。几个人十分投缘，经常在一
起游山玩水、高谈阔论，成为一
段佳话。

虽不善言辞，但刘伶有一个
爱好非常有名，那就是豪饮，甚
至还留下了“醉侯”的称呼。古
往今来，喜欢喝酒的文人不少，
但刘伶是真的做到了嗜酒如命，
这从几件小事上就能看出来。

他从年轻时起，为人处世便
不拘小节。那时候，常常有人能
看到刘伶乘坐一辆鹿车，带上一
壶酒，陪伴他的还有一个扛着铁
锹的仆人。他乘车到处溜达，这
个人就在后边寸步不离地跟着。

有人劝他少喝点酒，但刘伶
不以为意，还对仆人说，“要是我
死了，就直接挖个坑把我埋了
吧”。

过量饮酒毕竟不是什么好
事。后来，刘伶的身体还是出了
点问题。当他再一次跟妻子要
酒喝时，刘伶的妻子实在无法忍
受，果断倒掉了美酒，把酒具也
给砸了，哭着劝他一定要戒酒。

对妻子的话，刘伶还是给了
点面子。他爽快地答应了，但同
时提出了一点小要求，说自己自
制力比较差，控制不了饮酒的念
头，要求妻子准备点儿酒肉，得
向上天发誓戒酒，以此为证。

刘伶的妻子信以为真，赶忙
准备了美酒佳肴。结果刘伶跪
下来祈祷说，自己天生就是喜欢
喝酒，一次就得喝一斛，喝五斗
才能消除酒瘾，上天您可千万别
听信妇人之言啊！

说完，刘伶又一次大口吃
肉、大碗喝酒，一会儿就又醉倒
了，弄得妻子哭笑不得。

今天喝酒、明天喝酒，终于
惹出了麻烦。有一天，刘伶又喝
醉了，跟旁人争执起来，大概是
刘伶出奇制胜，那人辩论不过，
一着急揪住刘伶的衣服，准备动
手揍他。

围着看热闹的人都吓得不
行，刘伶一点也不着急，慢悠悠
地解释：您看我瘦得都能看到
一条条肋骨，哪里能安放老兄
的 拳 头 呢 ？ 打 上 去 也 不 舒 服
啊。说得那人当即笑场，这事
儿就算了。

喝醉的刘伶，脑洞开得特别
大。《世说新语》里提到过一件
事：他有一次喝多了，干脆脱掉

衣服待在屋里，有人看见后就讥
笑他性情怪诞，不识礼数，刘伶
却说，我是把天地当房子，把房
屋当衣服，诸位又为什么要跑到
我衣服里来呢？

就上面这几件事，刘伶给后
人贡献了“枕曲藉糟”“五斗解
酲”“鸡肋尊拳”等成语典故。到
现在，比喻用有害的方法来救
急，还有人会用到“以酒解酲”一
词。

但刘伶，真的只是一个酒鬼
吗？

乍一看，他除了酒量好基本
没啥过人之处，但实际上，刘伶
随机应变的能力并不差，天赋也
不错，只不过没把太多的心思和
精力放在文学上，写过的文章
里，比较有名的是《酒德颂》。

对这篇文章，清代李扶九的
《古文笔法百篇》给了一个很高
的评价，说它在同时代文章中是
很出色的：“本是解嘲文，乃大其
题目日‘颂’。颂中议论大方，词
气雄豪，亦与题称，仍有波折章
法，晋文中之杰也。”

在《酒德颂》中，刘伶虚构了
两组形象，一方是“唯酒是务”的
大人先生，一方是贵介公子和缙
绅处士，以此代表两种处世态
度。“大人先生”沉醉于酒，纵情
任性，不受羁绊；贵介公子和缙
绅处士则拘泥礼教，比较刻板。
《酒德颂》行文流畅，但文字却没
什么刻意雕琢的迹象，表达了刘
伶超脱世俗、蔑视礼法的鲜明态
度。

现实生活中，他也的确是这
么做的。据说刘伶不乐意当官，
泰始二年(公元 266 年)，朝廷征
召他入朝为官，刘伶听说派来的
特使已到村口，赶紧喝得酩酊大
醉，然后脱光衣衫，朝村口裸奔
而去。

特使一看，这人不就是个
“酒疯子”吗？掉头又回去了，做
官一事也没了下文。最后，刘伶
一生未再出仕，在家里寿终正
寝。

不管怎么样，刘伶好饮酒的
名头不断传扬开来。有人叫他

“酒痴”，也有人称他为“醉侯”。
后世文人作诗时，常会用到刘伶
醉酒的一些典故，比如白居易写
过：“客散有余兴，醉卧独吟哦。
幕天而席地，谁奈刘伶何。”

贪杯既伤身体，也容易误
事，对于刘伶的醉酒习惯，当然
不能效仿，更不值得提倡。但在
感叹他能够留名后世的时候，也
应该看到其背后的才华和更高
一层的精神世界。

据说，明代才子金圣叹在
《天下才子必读书》里说：“从来
只说伯伦沉醉，又岂知其得意在
醒时耶？看其‘天地一朝’等，乃
是未饮以前，‘静听不闻’，乃是
既醒以后，则信乎众人皆醉，伯
伦独醒耳。”

东晋王恭透露过当时“名
士”的标准：“名士不必须奇才，
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
骚，便可称名士。”虽不需要是奇
才，但除了“痛饮酒”之外，还得
熟读《离骚》等经典名篇。刘伶
被称为名士，也确实颇有才华。

所以，多读几本好书，总会
有益处。有没有好的学问和品
行，大概这就是烂醉的酒鬼和

“醉侯”的区别之一吧。
摘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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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故事

嗜酒如命醉刘伶
随着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的普及，

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诗词也得到了新的
应用及传播。央视《经典咏流传》《中国诗
词大会》等文化类节目，将传统文化与当
下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受到大众喜爱。《经
典咏流传》以传统诗词名篇配乐为主，新
歌词创作为辅，体现出“新旧结合”“新旧
共生”的文化生态，不仅提升了传统诗词
的传播度，还催生了新的诗词体式的出
现，这对于诗词当代化具有深刻意义。

这些节目降低了诗词欣赏的门槛，使
之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受众。节目播出的
同时，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手段的加
入，使节目制作方与观众即时互动成为可
能，并在受众中形成二次创作、延伸创作
的基础。节目中，作为内容的诗词与多种
传播形式呈现出互动关系，体现出以下两
大创新点：

首先，音乐与诗歌再次紧密结合，呈

现出“万口相传”的盛况。自古以来，诗词
的创作与传播都与音乐密不可分。《诗经》
《乐府》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来自于民间歌
谣。经过文人的改造，民间歌谣的艺术性
得以提升，从而获得更广泛传播并经典化
的可能。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诗与乐，从
一开始就是相互配合、相互成就的。古代
诗词的配乐，今天大多已失传，即便有极
少数保留，也不再符合当下的审美需求，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中华诗词千古
不断的生命力，需要新声乐章来配合，使
之为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观众喜爱。创
作与音乐结合的“新声乐府”，形成新的经
典乐章便成为新时代的需求。

其次，明星与素人共同登台，展示出
诗词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蓬勃的生命
力。经典传唱人来自不同的领域，既有老
一辈歌唱家、偶像团体等专业人士，也有
外籍友人、大学教授、乡村教师、残障人

士。这些传唱人将各自独特的人生机遇
及生命体验融入了诗词中。

《经典咏流传》歌词以传统诗词名篇
为主，加以部分新词，使得新音乐—经典
诗词—新词三位一体。这种“古今结合”
的模式在继往开来、创造新经典的同时也
引发了一定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对经典诗
词的背离。其实，诗词从来不是一个封闭
的系统，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进。诗
词从未将当时出现的新内容、新事物摒弃
于诗歌之外。杜甫诗中由胡商带入中原
的海棕；岑参集中来自异域殊方的优钵罗
花；黄遵宪笔下的火车、电灯；叶嘉莹笔下
的照相机……当然，传统诗词境界、内容、
词汇都形成了固有的风格，以新内容入诗
可能造成不和谐的冲突感，这也对词作者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旧结合”还催生出新的诗歌体
式。如青少年中影响力很大的“古风”

体。此类歌曲声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
民族乐器。歌词方面则多以白话诗逻辑
来组织传统诗词片段，呈现出介于传统诗
词与白话诗之间的新特性。《经典咏流传》
中的部分篇目，如《少年狂》《别董大》新词
部分吸纳了“古风”元素，使之与经典名篇
结合。作为一种青春的文体，此类作品多
有欠成熟之处。但将古典意境与当下流
行元素结合的尝试，使得诗作呈现出一种
新的语言风貌。

随着新的娱乐、传媒方式的出现，诗
词面临与古代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态。在
电影、电视等多种文化形态的冲击下，要
保有诗词的生命力及社会影响力，就不能
将诗词创作局限在小众范围内，而是要放
眼于更广阔的天地，谋求内容及体制上的
新发展。这既与中华民族丰沃的诗词文
化土壤一致，也与中国诗词艺术的演进规
律一致。 摘自《光明日报》

养生汇
滴水藏海

初夏警惕两种病

我决定要让自己随时保持在
有点饥饿的状态。当然，也不能
让肚子饿过头。因为我吃东西很
快，稍不注意就容易吃得太多，

“只吃一点”便是我克制自己的方
式。就算食物再好吃，甚至是我
的最爱，我也会在六分饱的时候
放下筷子。

不久之前，我还会吃到八分
饱，但为了保持恰到好处的状态，
现在改成了六分饱。把食物剩下
来很浪费，但只要在一开始就麻
烦店家“饭量减半”就能解决了。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减肥，而
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管理。身体不
舒服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吃了太
多，只要调整一天的食物量，情况
往往就能得到改善。

我喜欢美食，也喜欢吃，但我
不认为这等于要吃得很多，反而觉
得，如果为肚子留下一些空间，也会
多出一些让美食进入的余地。

房间也和肚子一样，空间很
重要。我认为室内设计不是由
要放什么家具决定，而是要由

“事先想好要留下多少空间”来

决定。胃、房间以及自己的心，
无论是哪一种，如果一股脑儿地
把东西全塞进去，不管是食物的
味道、优点还是精彩之处，都会
变得模糊不清。在“还想多吃一
点”的时候放下筷子。这个方法
可以替自己打造出恰到好处的
状态。

让自己的肚子随时都保留一
点空间吧。这么一来，不管是身
体还是心灵都会轻盈许多。在

“还想要更多”的时候停下吧。
摘自《哲思》

教学的宽度

为肚子留下空间

“母”字多误会

为什么我们离不开诗和远方
辛晓娟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十四
岁时，父亲朱松去世。朱松去世
前将母子俩托付给好朋友刘子
羽。刘子羽曾经担任沿江安抚
使，为人仗义大气，很快为朱熹
母子俩安排好了生活。

朱熹做官后，刘子羽已经去
世，他的夫人卓夫人希望朱熹出
面帮自己小儿子刘玶谋一个好
差事。朱熹深思熟虑之后，委婉
地向卓夫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找个差事没问题，但不能找好差
事。为什么呢？孩子刚刚出道，
最好从最低的职位干起，这样才
可能成就他未来的大事业。如
果刚一踏上社会就占据好位置，
一没经验，二没资历，三无才干，
就会成为别人进攻的靶子，反倒
会害他一辈子。

这不是变相推托，而是朱
熹 的 一 片 苦 心 。 作 为 理 学 名
家，朱熹对理学大家程颐的人
生 三 不 幸 理 论 有 着 深 切 的 体
味，还将这段名言编入自己的
《小学》里。与一般人的观点不
同，程颐认为，毁掉一个年轻人
未来的三件事：少年登高科；席

父兄之势为美官；有高才，能文
章。大抵少年出大名、得大位
的人，很少有好下场。这类年
轻人最大的心理危机就在于：
得志就得意，失意就丧志，一旦
遭遇挫折，很快就折戟沉沙，不
是英年早逝，就是一蹶不振，沉
沦终生。

作为刘家的世交，朱熹当然
更了解刘玶的个人情况。刘玶
生长于富贵厚实之家，出道就得
个好职位，上上下下不是他爷、
他爹的下属就是朋友，别人肯定
会很好地罩着他，好事有份，坏
事无缘，只得奖励，不背黑锅。
即便犯点什么错，上级不愿意提
醒，下级又不敢批评。几年下
来，刘玶眼中，除了最高长官，就
会目中无人。如果一出错，必然
就是大错特错，无可挽回。

由此看来，朱熹不仅知恩感
恩，懂得情义无价，而且更知道
理之所在，不会一味还人情，不
顾原则，不计利害。可以说，朱
熹的报恩行为通于情，达于理，
算得上中情中理的典范。

摘自《深圳特区报》

南宋理学家朱熹“还人情”

进入夏天，因尿路感染前来医院就诊的患者明显
增多。

尿频、尿急、尿痛和排尿困难是尿路感染的典型
临床表现。如果出现上述症状，应尽快到正规医院就
诊，一旦确诊应合理、有针对性地用药，以消除细菌、
缓解症状、避免肾功能损害和感染扩散。一般来说对
革兰阴性杆菌有效的药物，对于初发的尿路感染，多
数可以治愈。但如果治疗三天后症状及尿液检查结
果没有改善，则需根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更换抗生
素。对于绝经后反复发生尿路感染的女性，可在阴道
内少量放置雌激素。坚持每天多饮水，保证足够的尿
量，避免憋尿，是预防尿路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女性
要特别注意会阴部卫生。

真菌喜温暖潮湿，最适合生长温度为 22℃~
36℃，相对湿度95%~100%。因此，真菌引起的足癣
（俗称脚气）在夏天尤其好发。

受“足癣不是病”“足癣难治好”等错误观点指导，有
些患者患了脚气、灰趾甲后，不采取任何治疗，或不上医
院确诊，自行买药涂抹，或经治疗一旦症状好转便擅自
停药，这些都是导致真菌感染频发的原因，严重的还会
引发丹毒、败血症、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等严重后果。

预防脚气应保持足部清洁干净。尤其是夏天，脚
部容易出汗，应及时清洗，但忌用碱性肥皂等刺激性
的化学用品。应穿透气性好的鞋袜，忌光脚穿胶鞋等
不透气的鞋子。其次要保证鞋袜干燥无菌。脚气患
者在治疗的同时，还应将毛巾袜子煮沸消毒，鞋内可
置福尔马林棉球封包过夜或撒入抗真菌粉末，阳光曝
晒并不能杀死真菌。 摘自《老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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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总醒来 对号找原因
半夜醒来是完全正常的生理现象，没有人能睡一

整晚而不醒来。美国一家专业杂志网站近日总结了
夜间醒来的几个原因，以及再次安然入睡的方法。

要小便 如果即使你限制了夜间的饮水量，你仍
然每晚要醒来小便 2至 4次，这很可能是水和电解
质失去了平衡。如果你喝了太多的水而没有足够的
盐，身体可能会放弃一些水。

解决方法 在入睡前约30分钟喝一小杯加入了
少量未经加工的海盐的水。未经加工的盐有助于水
进入细胞。

房间太热 感觉热会使人难以入睡，影响睡眠。
解决方法 16℃至 18℃是最理想的就寝温度。

此外，你可以在睡前洗个热水澡，它会稍微提高体
温，走出浴室会使体温轻微下降，从而向大脑发送出
与睡眠相关的信号。

看手机成瘾 如果你睡前浏览微信，睡眠可能被
扰乱。夜间把眼睛暴露在蓝光中会阻止身体生成褪
黑素，这是一种促进睡眠的激素。

解决方法 调暗房间的亮度，睡前一小时不再看
电子设备的屏幕。

上了年纪 每个人都有一个生物钟，它用来决定
晚上什么时候疲倦，早上什么时候醒来。到你60多
岁的时候，你可能比30多岁的时候早2小时醒来。

解决方法 老年人早点就寝，更容易入睡。
睡前饮酒 饮酒后入睡，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

身体代谢酒精，它会阻止快速眼动睡眠。缺乏快速
眼动睡眠会使你在下半夜变得焦躁不安，睡眠质量
大打折扣。

解决方法 睡前2至3个小时内不要饮酒。
呼吸问题 过敏、感冒都会导致夜间辗转反侧，

因为你很难呼吸。其他因素也会使气道狭窄，如鼻
中隔偏曲、鼻息肉、扁桃体肥大或舌头过大，它们会
造成睡眠障碍。

解决方法 侧身睡觉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或者
及时去看耳鼻喉科医生。

甲状腺问题 过度活跃或活动不足的甲状腺可
能会引起激素失衡，使人难以入睡或频繁醒来。

解决方法 验血确认或排除甲状腺疾病，遵医嘱
服药使甲状腺激素恢复到应有的水平。

胃酸逆流 这种病会影响睡眠，即使你没有感觉
到烧心，食道中的胃酸也会触发肌反射来清除它，从
而扰乱睡眠。

解决方法 改变生活方式，如减少进食量、不在
夜间进食、减肥都对防止胃酸逆流有很大的帮助。
偶尔发作时可以服用抗酸剂。

腹部脂肪过多 腹部脂肪多的人躺下时，身体必
须更加努力地呼吸，这会导致睡眠问题。

解决方法 减轻体重。
态度不太积极 对睡眠的看法越好（相信它能使

你快乐）并且在一整晚休息后感到精神饱满，实际上
每晚睡觉的时间就越长。

解决方法 尝试记睡眠日记，内容包括睡了多长
时间、一天中感觉如何，有多快乐、有多容易集中精
力，下午的状态低迷对你打击有多大。这有助于你
理解睡眠对情绪和精力的影响。摘自《北京青年报》

生活中，一些年轻人过于自卑、
缺乏主见，一些年轻人又过于强
势。对于这些问题的成因，人们越
来越注意到父母的影响，父母过于
强势被认为是造成孩子此类问题的
原因之一。

在近日一项对 2001 名受访者
的调查中，75.4%的受访者感觉父母
过于强势，主要表现是拒绝沟通、控
制欲强、爱指责孩子。

父母之所以过于强势，与传统
观念和教育方式有关。你是我的孩
子，我要对你负责，你一切自然都要
听从我。读什么专业、上什么学校、

与谁谈恋爱等，一切都给你作了规
划，必须听从安排。“我走过的桥比
你走过的路都多”，无疑就有了教导
你改造你的先天优势。于是“拒绝
沟通，不容反对”，“必须”“一定”等命
令词语就成了日常用语。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张宝义表示，一些时候，孩子可能很
难意识到父母的不对。不管是不是
强势，孩子是没有比较的，他可能会
觉得父母就该如此。只能等孩子到
了一定年纪，有了一定的社会意识，
学会比较之后，才能发现父母身上
存在的问题，但为时已晚，父母已经

塑造了他的部分认知了。以后他当
了家长，对孩子采取的措施可能也
会一样。无论如何在家庭中，尤其
是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太强势会
抑制孩子性格的健康成长。

过于强势的父母应该怎样改善
自己的教育方法？调查中，54.6%的
受访者建议父母树立“边界”意识，
适当放手；49.6%的受访者认为父母
应相信孩子的能力，适当给予鼓
励。当然，子女亦当学会与父母沟
通，以更多的交流来改变父母过于
强势的作为。

摘自中青在线

父母不能过于强势
生活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