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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辣妈联萌

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慧 妈手记

村，他是一个富人，而他的志向是“与民
共富”。他扶贫帮困，建烈士陵园，修路
文静然
架桥，发展经济……将他带来的一百多万
二级作家
元全部奉献给了薛家村的山山水水，沟
主要作品有《花过
沟壑壑，直至生命结束，亦是倒在扶贫
无影》
《九畹》等，
副编审，
“湖南省
攻坚的光辉征程上。
书报刊编校质量
在薛家村，我数次流下感动的泪水，
检 测认 定专家委
并记住了这个我被感动的日子——2019
员会”专家。
年 6 月 1 日。
这是孩子们的节日，这一天，我本应
这里四面环山，地势略高，拾级而上，
在家里陪儿子过节，说真的，来的路上
有一块小小的土坪和一间八平方米的小
我都在自责。然而，就是在这一天，我
木屋。站在木屋里的任何一个角度往外
发现了此行的意义。
看，风景亦是极好的，除了山，还有水，
自从有了儿子，他的成长和未来就无
还有桥，还有连绵的茶林……这是位于
时不在牵动着我的神经。和孩他爸一起，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一间
我们给儿子制定各种目标，学习、生活、
久无人居住的小舍，是扶贫楷模王新法
艺术、体育、劳动等等方面都有大目标
的生前住所。
和小目标。他不断地带给我们惊喜，又
今年的 5 月 31 日，为了学习王新法
不断地让我们陷入困惑。
大爱无私、立足扶贫的奉献精神，我所
我们曾经一起探讨过理想。我问他：
在单位决定赴薛家村开展党性教育活动。 “你的理想是什么啊？”他附在我的耳朵
我们一行十五人，从长沙出发，历时十
边悄悄地告诉我 ：
“我想当一个大领导。”
几个小时，山高水长，山道弯弯，一路
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理想，可是你问他
颠簸着终于走进了传说中的薛家村。当
为什么想当大领导，他说他想让整个家族
晚，我们下榻在简陋的民宿。次日醒来，
的人都过得好，买一栋大房子，每人一架
吃毕早餐，即开始了系列学习活动。关于
钢琴。妈妈有很多的钻石，爸爸开兰博
王新法同志的先进事迹，媒体和网络多
基尼，所有的亲戚都有奔驰宝马，等等。
有报道，我不一一赘述。百闻不如一见，
童言无忌！
我这里要说的是，无论媒体和网络怎样
我记得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
报道，当我走进王新法同志的生前住所，
笑着听的。笑过之后，我不禁想，我
走进那间小木屋，我才真正感受到一个
们培养儿子学画画、学钢琴、学各种
英雄人物灵魂的力量。一张老旧的桌子，
技艺，究竟是想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架老式的床，床上挂着几件旧军衣和
根据儿子的理想，我们培养的就是一
一副黑色的耳罩。这是一副有故事
个自私自利的人。“志不立，天下
的耳罩，据讲解员介绍，
无可成之事”，圣人王阳明
山里气温低，尤其冬
如此教导我们，“虽百
天，寒风裹着冷
工 技 艺， 未 有 不 本
气， 人在没有
于志者。”圣人的
取暖设备的
意 思 是： 人 生
房间里，一
没 有 志 向， 天
觉 醒 来，
下就没有可成
两只耳 朵
功的事，即使
常常会冻
是各种工匠技
得又 红 又
艺， 也 都 是 依
肿。 王 新
靠志向才能学
法的耳朵在
成的。如此说来，
一次次地红过
如果不是胸怀大
肿过以后，他买
志， 便 是 学 习 再 多
了这幅黑色的耳罩。
的技艺，也终究难成大
王新法
厨房看上去像是临时搭
气候。
建的，天花板只有一半，勉强遮
功崇惟志，志向有多高，决定了一
挡着灶台，另一半竟匪夷所思地只是斜
个人成就有多大。什么是大志向？王新法
扯了一块塑料。在讲解员泣不成声的讲
同志用他的行动做了阐释。
“如果我们选
述里，我仿佛看到王新法在灶台前煮着
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
简单的饭食，寒风夹裹着雪花穿过那一
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
半塑料天花板倾斜着落在他的头顶……
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
就是这样一个处所，既是王新法同志的
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
住所，又是他的办公室。我还看到一台
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
旧电脑，一只老挂钟，墙上贴满了薛家
无声地存在下去……”重读马克思语录，
村规划图、架桥修路的设计图……
我为王新法的人生志向找到了坚实的理
王新法，中共党员，河北省石家庄
论依据。
市转业军人。2013 年，机缘巧合，他千
我想和儿子好好谈谈他的人生理想，
里迢迢到薛家村义务扶贫。他是带着一
因为我不希望儿子的一生只是享受可怜
百多万元来到薛家村的，在贫困的薛家
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
作者简介 >>

编者按

儿子，人生最重要的是志向

相信对于每一位妈妈来说，有了孩子之后的日子，总是一半
甜蜜、一半烦恼。甜蜜于孩子成长每一天所带来
的欣喜，烦恼于孩子成长路上层出不穷的难题。
今日女报“辣妈联萌”版特开辟《辣妈研习院》
栏目，邀请资深亲子专家来为爸爸妈妈们解答育
儿中的烦恼和难题。欢迎关注凤网辣妈联萌微信
公众号（ID 搜索 fengonemama 或扫描右侧二
维码），给我们留言、投稿和交流，让我们一起
在育儿的路上升级打怪……

5 岁男孩模仿爸妈的亲昵行为，
怎么办？
倾诉：童童妈妈
我的家其实是个挺幸福的小家
庭。老公很爱我，儿子童童已经 5 岁
了，非常聪明可爱。虽然，从恋爱到
结婚已经有 8 年了，但我跟我老公好
像没有 7 年之痒，依然很甜蜜。所
以，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在孩子跟前秀
恩爱，亲亲抱抱的。如果赶上孩子
他爸出差，几天不回来，他一回家，
我就会带着童童跟他爸一块闹。整
个人压在他爸身上哈他痒痒、亲他爸
爸的耳朵之类的。
前几天，我闺密带她女儿上我
们家玩。我和闺密在客厅聊天，孩子
们在书房玩。忽然，书房传来了大声
的嬉闹声。我们进房间一看，只见，

我儿子整个压在小女孩身上，又亲又
哈痒痒，两个小孩滚作一团，看到这
个情景，我和闺密顿时都心情复杂。
我赶紧把两孩子分开，呵斥孩子
以后不能再压在小女孩身上了。孩子
估计也被我吓着了“哇”
，
地就哭起来。
后来，我问他，是不是因为看到爸爸
妈妈这样玩，你才这么做的，他羞羞
答答地点头。
之前，我一直认为让孩子看到父
母相爱没什么不好，能让他感受到是
在一个有爱的家庭氛围长大。但发生
这个事以后，我开始反思，我们夫妻
是不是不应该在孩子面前秀恩爱？成
人间亲亲抱抱的举动，是不是已经对
孩子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恩爱要秀，也要把握好度
我个人认为家长在孩子面前秀恩
爱，对孩子的成长是有非常多好处
的。第一，可以让孩子更加有安全感。
一个从小有安全感的孩子，长大以后
他会更加的自信阳光。第二，会让孩
子更加开朗。孩子每天都被父母浓
浓的爱意感染，就算有一点点小吃
醋，他也会觉得很幸福。第三，还
能够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情
商。父母坦然的在孩子面前表达爱，
孩子也会越来越习惯于在亲人、朋友、
同学间大胆地表现自己，将来在社
交上这是非常有优势的。
不过，爸爸妈妈在孩子面前秀恩
爱，有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尺度。也
不宜过多过频，避免给孩子一种错
觉，以为这是生活的主旋律。孩子
成长过程中，很多知识和技能的获得
都大人，喜欢模仿也是孩子的天性，
但他们往往只有模仿的能力而没有辨
别对与错的能力。所以当你看到孩子
亲吻拥抱他的异性伙伴的时候，不
要过于担心，实际上他们并不理解
这种动作的真实含义。
不过，当发现孩子有这种模仿行
为时，也千万不要当成笑料，一笑置
之，当然也不能立马大动肝火，大
声呵斥甚至打骂孩子，这样的行为会
让孩子心里留下阴影，可能导致孩子
产生自卑感，不敢与异性朋友接触了；
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孩子产生叛逆的
心态，加剧模仿的行为。
5 岁以上的孩子其实可以沟通了，
像童童妈妈就可以尝试和孩子聊聊。

亲子专家：王建平 心理学博士、
知名幼儿家庭教育导师
对他解释，拥抱可以表达好感，是
喜欢一个人的表现，但把小朋友压在
身体下面容易受伤，经常亲吻也是不
卫生的，好朋友之间拉拉手就可以了。
这样简单的意思，孩子是可以理解的，
并且也会乐意更改。
同时，爸爸妈妈们平时可以注
意在孩子的游戏中适当给予一些的引
导，引入更多有创意的户外游戏和动
手动脑的益智游戏，转移他的注意力，
从而逐渐减少玩这种模仿游戏的机
会。还可以对 3—6 岁的孩子进行适
当的性教育，消除孩子对异性的神秘
感。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孩子一起来
探讨，一起来看书。我给家长推荐一
本《中国儿童百科全书》，里面有关
性教育的章节非常形象生动，我觉得
很适合孩子理解阅读。总之，让孩
子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长大，对他的
一生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