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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要轻易揭孩子的短
!!!!!!

英国教育家洛克说过!"父母不宣扬子女

的过错#则子女对自己的名誉就愈看重$他们

觉得自己是有名誉的人$因而更会小心地去维

持别人对自己的好评%若是你当众宣布他们的

过失$使其无地自容$他们便会失望$而制裁他

们的工具也就没有了$他们愈觉得自己的名誉

已经受了打击$则他们设法维持别人的好评的

心思也就愈加淡薄&'实际情况正如洛克所述$

孩子如若被父母当众揭短$甚至被揭开心灵上

的"伤疤($那么孩子自尊)自爱的心理防线就

会被击溃$甚至会产生以丑为美的变态心理*

每个孩子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们不

仅仅满足于被爱$被保护$他们更渴求得到尊

重和理解*

孩子也都是有自尊心的$孩子越大自尊心

就越强$中学生比小学生自尊心强* 父母当众

批评孩子容易使孩子自尊心受到损伤$父母经

常当着外人批评孩子$有可能使孩子产生敌对

心理*

孩子有缺点$ 父母要在没有外人的情况

下$对孩子进行善意的批评$并指出改进的措

施$父母这样的批评$一般来说孩子都能容易

接受*

一个星期天$一位中学生邀请他的同学来

家聚会$他们玩得正开心$妈妈回来了$看到家

里乱七八糟$便火冒三丈$当着同学的面把他

臭骂了一顿* 儿子觉得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

同学们也感觉下不了台阶*这孩子一气之下就

到姥姥家去住$ 每天都从姥姥家直接上学$母

子俩僵了两个星期$最后还是妈妈主动承认错

误$化解了矛盾$孩子才肯回家*

尊重孩子$保护他的面子$这对孩子的成

长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站在孩子的立场尊重孩

子$会有益于孩子产生和形成一种自重+自爱)

自尊#并要求受到别人尊重的情感, 具有这种

情感的孩子#在人际关系上#既能尊重自我又

能尊重他人# 所以他们也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在生活中就会自信心高#责任感强#有进取精

神,

其实# 孩子的面子比大人的面子更重要,

因此#父母们不要当众批评孩子#因为孩子每

一个行为都是有原因的,这是由孩子的心理生

理年龄特点所决定的,也许这些原因在成人看

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孩子的眼里那是很严重

的事情#不了解原因当众批评孩子#非但不能

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使孩子产生

逆反抵触情绪#导致对孩子的教育很难继续下

去,父母对孩子进行批评是为了抑制孩子不良

行为)不良品德与不良学习态度,其实#父母要

做到正确的批评#还真有些小窍门#因为批评

不仅应该有益于家庭教育#也应该是保持良好

的亲子关系的关键所在,

批评孩子要注意时间和场合

父母尽量不要在清晨)吃饭时)睡觉前批

评孩子, 在清晨批评孩子#可能会破坏孩子一

天的好心情%吃饭时批评孩子#会影响孩子的

食欲# 长此以往会对孩子的身体健康不利%睡

觉前批评孩子#会影响孩子的睡眠#不利于孩

子的身体发育, 最关键的是#父母批评孩子最

不应该在公开场合#比如!公共场所)当着孩子

同学朋友的面)当着众多亲朋的面, 孩子也是

有自尊心的#甚至有的孩子自尊心会很强, 如

果父母在公开场合批评孩子#会让孩子感觉很

没面子#还可能会对父母心怀不满甚至心生怨

恨#会影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

批评要合理

批评合理才能使孩子从心理上产生接受

感#才有可能抑制孩子的不良品德)不良行为)

不良习惯与不良学习态度等,

父母对孩子进行批评首先要把孩子的不

良行为事实搞清楚#事实不清#夸大其词会使

孩子产生拒绝心理,因此#父母在批评孩子时#

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能把一说成

二, 生活中#有些父母之所以批评孩子遭到抑

制#甚至让孩子产生不满#就是因为父母批评

的理由不充分#甚至夸大其词#使孩子产生反

感,

批评要与教育结合起来

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孩子不良行为)不

良品德)不良习惯与不良学习态度等, 为了使

批评能够达到目的#父母在对孩子进行批评时

一定要向孩子讲清楚不良品德) 不良行为)不

良习惯与不良学习态度的危害性#使孩子感到

非常有必要克服这些缺点与改正错误#使孩子

感到父母批评自己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自己好)

是为了自己能够更快进步,

批评要批评在点子上

-打人莫打脸$骂人莫揭短($父母的批评

要有针对性$就事论事&然而$有些父母批评孩

子却不是就事论事$ 而是东拉西扯算旧账$把

上星期$甚至一年前)两年前孩子的过失都放

在一块儿算& 这样就冲淡了要批评过失的主

题$孩子不知道挨批评的重点是什么$也不清

楚父母让他改正什么$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总

是有缺点$容易使孩子产生消极情绪$失去信

心&

批评孩子也要给孩子申诉的机会

当批评不符合事实$父母也应允许孩子作

出解释&因为如果孩子表面上虚假地表示接受

批评$然而心里大感委屈$实际上不仅于事无

补$还可能引发种种弊端&与此同时$父母也要

让孩子明白!解释的目的并不是推卸本来应负

的责任$ 还应要求孩子保持解释时心平气和)

实事求是的态度&

成功的家庭教育来自于父母对孩子的深

入了解$ 接受和尊重孩子而不是揭孩子的短&

因此$ 当孩子的行为表现不能令人满意时$父

母千万不要劈头盖脸地随意指责孩子$要根据

不同时期的孩子的心理特点给予积极引导&

批评孩子是一门艺术$因此$我们每个做

父母的$都应该努力去学习)去探讨这门艺术$

以便让我们对孩子的批评能有的放矢$如春风

化雨般滋润孩子的心田& "新浪$

当上小记者!我的收获大
!!!!!!

我叫刘梓涵!今年
--

岁了!在六一路小学五

年级上学"我的爱好有很多!比如看书#画画#弹钢

琴#游泳#旅游等!我都很喜欢"

我成为小记者已经快两年了 ! 也参加了小

记者很多活动 "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的小记者活

动是参观周家口工厂!那厂里的机器很大 !生产

的产品也很多 !有牛肉 #有馒头 !这时我才知道

我们吃的食品有一部分是周家口工厂生产的 "

我还参加了军训活动$$$%我是一个兵 &! 这不

仅锻炼了我们的毅力 ! 还让我感受到了当军人

的英姿飒爽" 我还参加了%幸福林&种树活动!我

在那里种上了一棵银杏树 ! 我还时不时地去看

看 !现在这颗小树已经枝繁叶茂 !也给大地增添

了一点儿绿色''

自从当上小记者! 我积极写作! 踊跃投稿!

56-5

年我发表
7

篇作文! 领到了稿费合起来有

-.6

多元人民币!这也是我平生挣的第一桶金" 每

次到银行门口!我的心情都会很高兴!巧的是每次

去取稿费都是那位叔叔值班!他都认识我了!这次

他还说(%小姑娘你真厉害!又来领稿费了" &我拿

着钱!心里美滋滋的!我用这笔钱给妈妈买了一件

礼物!妈妈很激动!也非常高兴"

自从我当上了小记者! 我体会到了参加小记

者活动的快乐!在写作中我又增加了许多知识" 非

常感谢周口晚报提供这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今后

我还会积极投稿"

知识万花筒

我家有个小记者
!!!!!!

我女儿名叫刘梓涵!在六一路小学上学"

自从去年加入周口晚报小记者队伍以来!她

的变化真大呀"

小记者活动丰富多彩! 去年组织参观周

家口食品加工厂!出发前女儿激动得半夜没

睡着觉!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来到集合地点!

头戴红色小记者帽!胸挂小记者证!拿着采

访本!一副全副武装的样子" 晚上她带回来

一箱工厂赠送的礼品!兴高采烈地讲着工厂

见闻!什么怎么和面!怎么加工!工厂怎么干

净!我听得似懂非懂!但看她的表情猜想!这

次参观一定在她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

又主动提议去奶奶家让奶奶尝尝她带回来的

食品! 接着向奶奶及其他亲友炫耀起她的见

闻" 我想这怎么有点像动画片)樱桃小丸子*

里小丸子参观巧克力加工厂的一段情节"

成为小记者后!我女儿的写作热情高涨!

在晚报上发表多篇作文!有写母女感情交流

的!有写旅游观风景的!有写老家生活见闻

的!基本反映了一个小学生无忧无虑的多彩

生活" 特别是每逢周一!有%小记者周刊&时!

她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报箱拿报

纸!看有没有刊发她的作文!或者是欣赏别人

写的作文"

晚报组织的小记者活动! 女儿是场场不

缺!如有其他原因不能参加一些活动!过后她

都会遗憾半天"这不!我女儿又盼望着什么时

候有体能夏令营这类的活动! 她说一定要参

加"我想!%周口晚报小记者&真成了我女儿成

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了"

%小记者刘梓涵家长!刘振伟$

无线电之父
!!

马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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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6

日$英国所有邮

局的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都沉默两

分钟& 这是为了悼念发明无线电的

马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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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尼出生于意大利一个富裕

家庭#从小喜欢读书#爱做实验, 他

自己装备了一个小实验室# 先做化

学实验#后来做电学实验,他看到有

线电报架设线路非常费力#就想!能

不能用电磁波来传送电报呢1

-973

年#

56

岁的马可尼在自家花园里成

功地进行了无线电波传递实验, 妈

妈十分高兴# 给了他
-666

美元#鼓

励他继续实验,

实验规模逐渐扩大# 为了寻找

经费来源 #

55

岁的马可尼来到英

国#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继续进行

研究,

-978

年#他和助手在英国海

岸进行了跨海通讯实验, 他们把发

射机装在海岸上的一间小屋子里#

屋外竖起一根很高的杆子# 上面架

设了用金属圆筒制成的天线, 开始

时把接收机放在距海岸
:09

公里的

一个小岛上#通讯效果良好,然后又

把距离扩大到
-:03

公里#同样获得

成功#以后几年#马可尼一边改进通

讯装置# 一边增大通讯距离,

-76-

年
-5

月#马可尼实现了从英国到加

拿大长达
5666

多英里的跨洋通讯#

这一天标志着无线电已成为全球性

事业,

-767

年#马可尼荣获诺贝尔

物理学奖, "摘自科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