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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位10岁的女孩
写的一段日记火了，她写道：

“我妈让我火冒三丈。我不
喜欢照相，她偏逼我去，给我
拍照，然后发朋友圈。”

这段话，上个月发在我
的妈妈圈里。就引出了差不
多十位妈妈。一个个义愤填
膺。儿子上六年级的小芬
说：“现在的孩子，真是一点
也不理解当妈的心。”女儿上
初一的张蕊说：“唉，我女儿
要求能不能不要上那么多补
习班。”有一对双胞胎的刘芳
无可奈何地说：“两个小子说
不想学英语了，想学书法，谁
不知道英语重要啊，书法能
顶啥用？”一时之间，圈里热
闹非凡。我一直看着，没有
出声。

当时，我坐在书房的电
脑前，儿子正靠在沙发上津
津有味地看小说。看着儿子
悠闲的样子，我有些感慨，曾
几何时，我也像那些妈妈那
样，焦虑不安，掏心掏肺。

我是中年得子，从小给
他最好的，呵护有加。大到
穿什么衣服，小到牙刷的颜
色，再到看什么课外书，然后
是节假日去哪儿玩。三个
字，他还小，需要万千宠爱集
一身。直到四年级下学期的
时候。

有一天，我在电脑房码
字。儿子放学回来，一脸气
呼呼的样子，对我说：“妈妈，
你为什么把我小时候光屁股
的照片放到了朋友圈？”我愣
了一下，才想起来。我说：

“怎么啦？妈妈只是昨晚在
妈妈圈聊天的时候，听大家

说起宝宝的趣事，然后晒照
片，我也跟着晒了。”儿子眼
泪忽然就哗啦啦流了下来，
抽泣着说：“今天同学们都笑
我，你能不能征求一下我的
意见？”

这时，我老公回来了，听
到哭声来到电脑房，问：“什
么事？”儿子仰起小脸，生气
地说：“妈妈不尊重我，还不
允许我有反对意见，她就喜
欢把什么都安排好了。”说
完，儿子跑了出去。我头脑
有些凌乱，有挫败的感觉。
老公看着我，轻轻地说：“你
小的时候也喜欢妈妈帮你安
排一切？总有反感的时候，
无奈的时候吧。现在轮到你
了，儿子长大了，他应该有反
对的权利，这是尊重，也是培
养他自主能力的时候。”听着
老公的话，我有些惭愧，真的
就像他说的，我小时候也是
那样，一点也不喜欢父母的
安排。

于是，出现了那一幕，现
在儿子可以看自己喜欢的
书。平时买东西征求他的意
见，他有绝对的自主权，也有
反对的权利。我不再为他安
排这个安排那个。渐渐地，
儿子性格开朗许多，有什么
事会主动告诉我，并且会和
我商量，并不会任性妄为。
我欣喜地看着，心里一阵欣
慰。

孩子一天天在长大，不
要过多去操心和安排，让他
享有反对的权利。在不断的
磨炼中成长，会对他的成长
更有益。

我家的一日三餐，都
是我在厨房里忙活出来
的。上小学的儿子是我的
小尾巴，自然也常跟着我
在厨房里转悠。因此，我
对儿子的教育，也多在厨
房里完成。

叫儿子帮我切个土
豆，他说：“菜刀不快了！
切不动！”我说：“这不能怨
菜刀啊！是我们不够勤
快。只怪我们没有及时把
它磨一磨。我们做事遇到
挫折，要常常从自身找找
原因！”

儿子拿筷子尝我刚烧
好的毛豆，我开玩笑似的
问他：“你能用一根筷子吃
毛豆吗？”儿子认真想了想
说：“我只有把嘴贴近毛

豆，用一根筷子把毛豆拨
进嘴里。”我说：“两根筷子
吃毛豆就方便多了！我们
从两根竹筷上，看到了团
结合作的威力！”

我让儿子盛饭，儿子
用大碗盛给爸爸，用小碗
盛给自己。我称赞他：“儿
子，你做得好！自己能吃
多少饭，自己心里清楚。
我们做事也要和吃饭一
样，要有自知之明，要量力
而行。”

儿子发现，电高压锅
煮饭要比普通电饭锅快。
我趁机给他讲点人生道
理：“高压锅快，是因为增
加了压力，饭熟得快。我
们人也要时常给点压力，
才能够成熟得快呀！”

一个水瓶不保温了，
我打算把它扔掉。儿子忙
阻止说：“水瓶这么漂亮，
怎么能扔掉呢？”我解释
说：“它的外表虽然美丽，
但里面的瓶胆已经不保温
了。我们做人不能光图外
表漂亮，还要做对社会有
用的人才行！”

我和儿子守着一壶
水，等待水开。水沸腾，电
水壶就欢快地唱起了歌！
但很快，它就自动断了电，
沉默下来。我指着电水壶
对儿子说：“没有电的支
持，它就得意不起来啦！
在我们做事成功的时候，
可千万别忘了默默给过我
们支持的人！”

自从儿子上了初中以
后，我的心也随着他的成绩
跌宕起伏。尽管悉心研读过
不少教育方面的书籍，掌握
了一些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知
识，但是，依然会因为孩子成
绩的变化时而兴奋时而忧
虑。我总是感觉，和“别人家
的”孩子相比，儿子学习不够
刻苦，性格不够开朗，参与校
园活动的积极性不够高等，
这些问题经常困扰着我，一
直到那次开家长会。

在家长会例行内容结束
后，我和一些家长簇拥在班
主任身旁，急于了解孩子在
学校的学习表现情况。占据
到有利地形的家长逐一发
问，老师一一回答。我和其
他暂时轮不到咨询的家长，
也认真倾听他们的对话，因
为关于学生的很多问题也有
一些共性的地方。一位妈妈
与老师的对话吸引了我。这
位妈妈说自己的女儿总是沉
不下心来学习，老师回答说：

“你女儿太好动了，班级里一
有动静第一个就能影响到
她。所以，我专门把某某某
安排给她同桌，人家这次月
考成绩很好，学习也很认真
沉稳，希望能影响一下你女
儿……”那位妈妈带着满脸

羡慕的神情说：“‘别人家的’
孩子怎么那么好啊！”

某某某正是我的儿子。
我心里一惊：原来在别人眼
里，我的儿子也是那个学习
踏实认真、品学兼优、具备很
多优点的“别人家的”孩子，
当我对“别人家的”孩子羡慕
不已的时候，也正被别的家
长羡慕着。

毫无疑问，每位家长都
希望自己的孩子更优秀、更
出色，“别人家的”孩子代表
的就是一种完美，一种理
想。其实，我们常说的“别人
家的”孩子的聪明、懂礼貌、
活泼开朗、学习刻苦等诸多
特性都是某个孩子身上的优
点，把他们的弱点忽略不计
了。用这些优点做参照物，
来对比自己的孩子最不擅长
的，甚至是最欠缺的地方，越
比家长越生气，越比孩子越
自卑，越比家庭氛围越差。
换位思考一下，假如孩子要
求父母像“别人家的”爸爸妈
妈那样高富帅、白富美，父母
又作何感想？

但愿每一位家长都把自
己的孩子看作是“别人家的”
孩子，多看看长处，多挖掘

“闪光点”，为孩子插上自信
的翅膀。

我家小儿，从小不爱
学习，学习成绩一直不如
人意，因此上学读书的12
年间，他没有收获快乐与
成就感。现在，他在读一
个不入流的大专。对此，
我和老公甚为忧虑，担心
他会因为读书少文凭低，
变得不通达，欠知识，缺文
化，在社会上竞争少了资
本。

但小儿他性格开朗，
喜交朋友，勤劳诚实，喜欢
参与社会实践。这不，和
大一一样，寒假放假前一
个月，他即开始张罗他的
假期打工事宜。他在网上
查阅招聘信息，一遍遍筛
选拟定中的公司与业务。

其实，早在半年前的
暑假，他就开始了喜欢的
社会实践活动，他跟着堂
哥做化妆品推销。记得进
货当天，他掰着手指头给
我讲他有多么众多的销售
对象，并信心满满地表示
他要大干一场。我拿出
3000元给他做本钱。他
每早7点就出门，夜里11
点多，还在用手机给人推
销。一会送货一会送发
票，胳臂被太阳晒得脱了

皮。但最终，他的生意还
是赔了近千元。小儿有些
沮丧，他一脸感叹地告诉
我：“钱真的不好赚，做生
意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鼓励他吃一堑长一智，
年轻时的经历本身就是一
种财富。

寒假放假当天，小儿
就去了他选择的一家经济
调查公司上班。这家公司
离家很远，需倒三趟车，一
向爱睡懒觉的他，又开始
变得勤快起来。为了节省
路费，他早早起床跟我一
起出门，蹭一程我们单位
的班车后，再倒车去公
司。那几天下大雪，早晚
上下班堵车特别厉害，每
晚，小儿回到家都在8点
以后，一副饥寒交迫的样
子。我问他感觉辛苦吗，
他却很自信地说，没事，既
然签了合同，就应该坚持
干下去。

就那样，在北方的冰
天雪地里，他和同事一起
去郊县农村，挨家走访家
电安装的售后意见。在大
雪中蹲点镇政府，调查一
家招标公司的服务质量。
干了半个多月，他已经大

致知道了这家公司的盈利
模式和客户来源，对这个
行业的业务流程有了大致
的了解。每天晚餐时，一
向喜欢玩手机的他，顾不
上看手机，而是津津有味
地给我们讲述当天的工作
情况。看得出，小儿很喜
欢这份工作，每天面对不
同的调查内容，让他对社
会各行业都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

现在，每天看到小儿
奔忙的身影，我心里特别
高兴，对他文凭低的忧虑
也在渐渐减少。我喜欢他
拥抱社会的那一腔热情，
喜欢他对社会上各种事物
保有新鲜感的状态。在我
以为，这至少是一个人面
对人生的积极模样。

那天，下班归来的小
儿说：“我就是喜欢过有失
败又有成功的生活，只要
努力去奋斗，哪怕失败了，
也是丰富的人生！”我在心
里默默为小儿加油。因为
在我看来，社会也是一所
大学，人生漫漫，读书固然
重要，但只要心怀梦想，努
力拼搏，文凭低一些的人
生也有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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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如
果您或者您身边的
人也有更好的有关
教育和培养孩子的
心得体会，欢迎投
稿，与我们共同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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