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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孩子说!一听父母
唠叨他就烦" 做父母不妨自己想想!

如果夫妻之间对方老唠叨! 那你们
烦不烦# 作丈夫的唠叨!妻子烦!作
妻子的唠叨!丈夫烦" 因此!唠叨式
是愚蠢的家教方式之一"

'(&$总是数落孩子!你怎么
不用功啊#你怎么样啊#总是在那儿
数落" 数落比唠叨更恶性!因为数落
常常有谴责性质" 数落式家教往往
破坏孩子的学习状态! 把孩子学习
的积极性给压制住了"

)*%+,&$训斥打骂都可能
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 其结果不仅
不会使孩子成绩提高! 而且会使孩
子更加厌学!甚至逃学"

-.&$ 达标式也是伤害孩子
积极性的一种家教方式" 先给孩子
制定了一个标准! 使孩子心理上特
别紧张!担心达不了标" 而孩子往往
是越担心越达不到标! 因为心理上
的压力使他很难自由发挥! 也很难
发挥出应有水平"

/0&$学校搞题海战术!家长
再增加学习时间!学习题目!这就是
疲劳式教育" 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

超负荷学习会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
来伤害!最终只能是欲速不达"

12% 34&$ 对于孩子的学
习!家长都替他操心!问长问短!没
完没了地辅导! 一天到晚陪着孩子
学习" 这也是错误的方法"

56&$

$你该做作业了! 你该
复习了%!这样的催促如果孩子听烦
了!他们可能会说&我本来想学!你
一催我反而不想学了"

789:&$ 一个孩子回到家
里! 如果面对的是一张数落自己的
脸!一张唠叨的脸!一张训斥的脸!

一张打骂的脸! 孩子就会从根本上
失去在家庭中学习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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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寒假让很多中小学
生家长头疼&因为要上班!无法陪伴
孩子!他们很不放心""月$日!一所小
学的不少家长在老师的引导下!组建
了'家长联盟%互助带孩子"

'(家长联盟) 是在 (课外访万
家)家访活动中闪现的灵感" %据该
校四*%+班班主任张老师介绍!她家
访发现!不少学生是邻居!于是将家
访资料汇总形成 '学生住址地图%!

并根据家长意愿! 让住地相邻的家
长自行联系组成互助小组! 平时主
要通过&&群交流信息! 节假日一起
组织集体活动,

二*'+班班主任陈老师说!'家长
联盟%成立于两个月前!主要以楼栋
为单位" 在日常交往中!孩子和家长
都成了好朋友! 就像大家庭一样亲
密" '家长联盟%盟主-该班学生周子
涵的妈妈柳女士说!常有家长有事情
没时间管孩子! 就委托给 '家长联
盟%!到了时间!联盟会'群呼%各位家
长到指定地点接伢! 家长们互帮互
助!气氛十分融洽,

'家长联盟%方便了家长!也改
变了孩子, 四*%+班班主任邓老师
说!班上一名女生父母在广州打工!

她跟着奶奶生活!不愿与人交流!自
从参加了'家长联盟%活动后!逐渐
变得开朗起来! 今年还参加了校舞
蹈队,

'放假后孩子没有玩伴! 不仅内
心孤单!缺乏家长照看还可能存在安
全隐患,%该校王校长说!'家长联盟%

这种互助模式既密切了邻里关系!又
促进了家长互相督促学习!更好地配
合了学校教育!一举多得,

&;<'

吴清军的偶像是当下在内地
演艺圈正红得发紫的名旦杨幂!

他也曾经在多个剧组和佟大为-

范冰冰等内地知名影星有过接触
的机会, 谈到这些大明星时! 吴
清军说其实他们小的时候和自己
一样! 在成名之前都是充满梦想
的孩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 吴清
军的内心开始有了一个想法& 当

演员.

谈到自己的梦想时一直在侃
侃而谈的吴清军有点腼腆地说道&

'我想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当一名
职业演员!这就是我的梦想%!吴清
军告诉记者!他也不清楚以后将会
为了这个梦想要吃多少苦头!但至
少他现在并不怕吃苦" '谁叫我就
是这么喜欢拍戏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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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吴清军的生活! 免不了要侃
侃他的长达(年的拍戏经历"据吴清军
讲述!他六岁那年!一家影视培训机构
到学校招收学员! 活泼好动的吴清军
平日里在文艺方面表现突出! 在老师
鼓励下他报名参加了培训" 凭借出色
的发挥! 吴清军很快获得了评委的认
可! 并在随后的全国艺术新星国际交
流大赛海南赛区中脱颖而出拿下少儿
组声乐银奖! 随后的总决赛更是拿下
一等奖的好成绩" 找到感觉的吴清军
又在同年的中国青少年 '演艺新人大
赛%和'美丽行动%全国总决赛中夺得
银奖"凭借这些出色的表现!吴清军初
步获得一些导演的赏识" )##%年(月他

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戏///0红色
娘子军1!在剧中吴清军饰演吴琼花的
弟弟吴文清" 由于在剧中有上佳的表
现!吴清军接下来又参演了0大爆炸1-

0屋顶上的绿宝石1-0中国为何警察1

等电视剧"

'拍戏很好玩%!吴清军告诉记者!

*岁那年接受影视培训之后就喜欢上
拍戏的感觉"对于拍戏!年少的吴清军
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告诉记者!拍戏会
让他觉得很快乐! 特别享受在电视机
面前看自己在剧中的另一幅形象!'每
次我都会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觉得我
在戏里实在是在可爱了. %吴清军乐呵
呵地说道"

目前!吴清军就读于海口市义龙
中学初三*(+班" 尽管年少成名!但吴
清军坦言自己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
一名学生的身份" 记者询问吴清军在
班上的成绩时!他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说'不是太好%" 事实上!吴清军所在
的班级是该校初三年级的重点班!他
的成绩在班上处于中游水平!但他本
人对自己的成绩显然并不太满意"

'我不会放弃学习的! 我认为我可以
做得比现在更好" %

吴清军告诉记者!随着年龄的增
长!他的学业负担也越来越重!关于
拍戏和学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

显" 吴清军每接拍一部戏!就意味至
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会变的十分紧
促" 周六-周末要跟随剧组拍戏!甚至
有时候还要挪用到上课时间!这给吴
清军的学业带来不小影响" 为了不落
下功课!吴清军经常随身携带课本出
现在剧组里!没有戏份的时候!就躲
在角落里悄悄看书" 谈到即将到来的
中考!吴清军信心满满!'我给自己制
定的目标是考上重点中学%" 吴清军并
不认为拍戏和学习会给自己带来过多
负担!相反!只要保持好心态!拍戏时
候不要想学习! 学习时候不要惦记拍
戏就行了"

吴清军对拍戏有着一种 '痴
迷%的态度!这不仅仅是'觉得好
玩%这么简单!采访中吴清军还多
次谈到父母对自己的影响" '如果
不是爸妈的支持!可能我也不会一
直执着于拍戏%"吴清军的父亲吴雄
是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普通职员!

对演戏基本是一问三不知" 可尽管
是门外汉! 但吴雄却一点也不阻止
吴清军对演戏的'痴迷%" '吴雄常常
对儿子说的一句话就是 '做自己最
喜欢的事!才容易做出成绩%" 尽管
父亲并不能教儿子如何演戏! 但每
一次接到拍戏任务! 吴雄总是要忙

前忙后陪在儿子的身边" 吴清军乐
呵呵地告诉记者&'只要我爸陪在身
边!我总能在戏里超水平发挥. %

采访中!吴清军的坦诚给记者
留下很深的印象"关于自己坦诚的
一面!吴清军谈到了班主任陈丽娜
老师对他的影响" 原来!陈老师曾
有一次误以为吴清军假借拍戏的
名义逃课!事后知道错怪吴清军的
陈老师找到他并向他道歉! 从此!

吴清军在老师以及其他人面前变
得更加坦诚"'我要感谢的人很多!

是他们让我少犯很多错误!所以我
要学会感恩才行"%吴清军如是说"

经过公开面试和专家组评定+国
内一所中学)#")年北大清华推荐生
正式出炉,高三班的学生小朱成为北
大推荐生2高三班的学生小时成为清
华推荐生,他们的父亲与孩子们一同
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因为对孩子平等温和+这两位爸
爸被媒体称为'羊爸%2而'羊爸%的出
现+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自称把'个儿
女'打%进北大的'狼爸%,尽管自己的
教育方法饱受质疑+但'狼爸%仍坚称
自己是天下最好的父亲,

也许在'狼爸%看来+只要孩子们
能进北大+就表明他的教育方法是成

功的2照此标准来看+'羊爸%无疑也
是成功的, 但作为成功的父亲 +'狼
爸%与'羊爸%孰优孰劣呢-

先来看'狼爸%, 对'狼爸%来说+

'打%是他的秘诀, 他的孩子自从'岁
起+挨打便成了家常便饭+最终被'打%

进了北大, 但问题在于+一个人在挨
打的时候+内心会本能地产生愤怒与
屈辱+若是这种情绪得不到及时的宣
泄+ 便会郁积在心里+ 成为一生的阴
影, 这样'打%出来的子女的心理健
康+颇令人担忧, 另外+作为一种暴力+

'打%具有强大的威力+足以使被打者
恐惧不已+从而服服帖帖, 就'狼爸%

的子女而言+置身时常被打的环境下+

他们一定对爸爸言听计从2表现在学
习上+ 就是竭尽全力达到爸爸的要
求, 但需要追问的是+在此环境下长
大的孩子+他们能够拥有独立的人格
吗-未来在面对权威的时候+他们有勇
气进行挑战吗-答案不容乐观,

再来看'羊爸%,与'狼爸%教育中
的暴力与专制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
'羊爸%的平等与尊重,时羽剑的爸爸
时锦华说+他和儿子的关系就是平等
的朋友关系+还常常被儿子称作'老
兄%, '我从来不会对儿子发号施令+

相反+我认为我们之间是相互学习的

关系, %朱妮的爸爸说,'我们和孩子
是非常平等的关系+交流得很多+就像
朋友一样, %他还告诉记者+对孩子一
定要有耐心+要尊重她, 可想而知+在
'羊爸% 营造出的自由平等的家庭氛
围中+孩子们的学习靠的是主动性和
自觉性+更持久更有生命力,

当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教育
同样如此+对于不同的孩子+理应采用
不同的方法2但无论哪一种+都应当尊
重孩子的人格与尊严+能让孩子的身
心健康成长的教育+才能算得上成功
的教育, 就教育孩子而言+'羊爸%的
成功更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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