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哈尔滨采冰节
传承百年采冰民俗

12月7日， 首届哈尔滨采冰节在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松花江畔举行。 首届
哈尔滨采冰节由迎风旗、 震天鼓、 祈
福词、 出征酒、 采头冰、 系鸿运六大
环节组成。 中外游客相聚冰封的江面，
现场参与了百人泼水成冰、 千人同吃
冻饺子、 现场领取吉祥首日冰等活动。

■看天下

杭州气温走低
民众体验九宫格温泉

湖北武警“魔鬼周”
紧贴实战锻造本领

12月8日， 杭州气温持续走低， 当
地云曼温泉打造的九宫格中草药泡池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体验。

重庆一景区现“步步惊魂”
游人体验惊险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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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西的儿子小格性格有一点内向。
上了初一， 他与父母交流的话题似乎
更少了。 一年前， 楠西生下女儿。 妹
妹刚出生时， 小格偶尔也凑到妹妹的
小床前来看几眼， 但不会逗她玩， 也
看不出他当哥哥后的喜悦。

有一次， 帮着照看小格的奶奶有
事外出了， 女儿睡醒了在床上哭， 正
上厕所的楠西就喊小格： “哥哥， 赶
紧去哄一下妹妹。” 然而， 她却听到女
儿的哭声越来越大了， 就急匆匆地从
厕所跑出来， 楠西看到了让她惊讶的
一幕： 儿子站在妹妹床前， 右手掐着
妹妹的脸蛋正左右拧着。 楠西生气地
冲他大喊： “你揪妹妹脸干啥？ 像个
哥哥吗？”

小格盯着楠西， 两行眼泪哗地流
了下来， 冲她大喊： “谁让她那么讨
厌， 总是哭， 哭得我做作业都没心思
了。 你们偏心， 只爱她， 她不哭的时
候你们爱她， 她哭的时候你们还哄她，
她做什么都对，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关
心过我？”

一瞬间 ， 楠西惊呆了 ， 说实话 ，
她从没有想到儿子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只是心急责备了小格两句而已。 小格
的哭声， 让楠西心里又心疼起孩子来。

暗地里不知吃了妹妹多少醋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生二孩， 是为
了给老大一个伴， 习惯性地认为哥哥
或姐姐肯定是喜欢妹妹或弟弟的， 认
为这是本性， 也习惯性地认为哥哥比
妹妹大， 要懂事……

“我忘了， 其实小格也只是一个
小孩 。” 楠西说 ， 平时我忙于照顾小
的， 把小格交由奶奶管理， 由奶奶接
送他上学， 晚上陪他散步。 他虽然什
么都不说， 暗地里却不知吃了妹妹多
少醋， 他讨厌妹妹夺去了父母对他的
关爱。

楠西说， 自从自己怀孕不方便出
去以后， 的确很长时间都没带儿子出
去旅游或者逛公园了， 也很少带他看
电影。 女儿出生后， 哭闹时间多， 全
家人都围着小的转 ， 轮流抱着哄着 。
有时， 楠西让小格看管一下妹妹， 小
格一脸不开心。

“掐妹妹事件 ” 爆发当天晚上 ，
楠西安抚了儿子， 并向他表示了歉意。

从第二天开始， 每天下午儿子放学她
都亲自去接， 晚上也尽量抽时间陪他
做作业 、 下楼玩儿 。 有一天放学后 ，
楠西直接把他带到了电影院看电影 ，
又从包包里拿出他爱吃的肯德基套餐，
儿子高兴地挎着她的胳膊， 动情地说：
“妈妈， 原来你还记得我爱吃这个啊！
我还以为你只管妹妹了， 把我什么都
忘了呢！” 弄得楠西鼻子一酸， 觉得亏
待了儿子好多似的。

2019年5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的 《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 显示， 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
1523万人， 二孩占比保持在50%左右。
在这其中， 又有多少青春期的孩子遭
遇新出生的二孩， 面临和弟弟或妹妹
一起成长。

当青春期 “老大” 正碰上二孩时，
父母应该如何应对家庭的这一特殊时
期， 成了很多二孩家庭的难题。

著名青少年心理学专家、 清华大
学人文学院素质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
执行主任宋少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青春期的孩子都格外敏感 。 生了老
二， 千万别让孩子产生突然被父母抛
弃的感觉， 在照顾小的过程中， 要让
大的参与一起照顾小的。 有了这个过
程， 他就会觉得爸爸妈妈还是跟我一
起在做一件事情。”

宋少卫建议父母可以对老大直言：
“父母的时间总是有限的， 有了小的，
照顾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忽略， 或
者说会有一些时间上的减少， 但是我
们还是很爱你。”

让青春期娃一起参与带二孩

楠西说， 从那次单独陪儿子看电
影之后， 她经常找机会带着女儿和儿
子一块玩 ， 并一本正经地跟小格讲 ：
“妹妹是妈妈生的孩子 ， 你也是妈
妈生的孩子， 妈妈才都要管啊！ 你把
妹妹管好了， 妈妈赶紧做事， 才有多
余的时间单独陪你学习、 看电影、 去
公园。”

小格只好不情不愿地妥协了。 有
时候， 他也像个婴儿， 在客厅的爬行
垫上带着妹妹一起爬， 又给她读故事
书， 陪她玩玩具。 最近妹妹正在学走
路， 他看到妹妹晃晃悠悠站起来往前
走， 担心妹妹跌倒， 会赶紧跟到旁边

去保护， 挺有哥哥样儿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孙

云晓说： “实际上， 生二孩对老大的
心理有非常大的挑战， 即便孩子步入
青春期， 成了小大人， 但对于当哥哥
或者当姐姐却没有经验， 无知、 充满
恐惧感， 需要父母帮助。 如果父母和
家庭忽视这一点的话， 对孩子是很大
的伤害， 未来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也
不可预测。 如果老大心理问题不解决，
也许他会恨老二， 会用各种方法折磨
老二。”

孙云晓说： “老大和老二的矛盾
是所有家庭都有可能面对的。 作为独
生子， 过去老大独享了父母的爱， 现
在有了老二， 父母得帮助孩子接受和
适应， 并且帮助孩子消除恐惧。 权利
和责任是对应的， 这两者是统一的。”

宋少卫曾经有一个18岁的学生 ，
这个学生抱着自己几个月大的弟弟出
去玩儿的时候， 好多人逗他说， “呦，
你都会生娃儿了！” 他的学生一点也不
生气， 特自豪地跟人家说： “这是我
弟弟， 带着他就像是照顾我自己的孩
子一样。”

宋少卫说： “如果说有一个青春
期的孩子， 又生了一个二孩， 这个时
候最好的方式方法是让青春期的孩子
感觉到二孩是自己的， 能够照顾弟弟、
妹妹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因为孩子在
青春期的时候需要成人感、 需要价值
感， 如果让他能够多去参与照顾弟弟
妹妹， 其实孩子会很自豪的。”

孙云晓说， 在生活中， 很多人为
二孩承受了很多 ， 比如做全职母亲 ，
这是生孩子的合理的愿望和现实之
间的矛盾， 生二孩是合理的， 永远是
合理的， 要求是正当的， 是符合人类
的发展基本需要的。 苏联时代有一个
妈妈教育不好子女找到教育家马卡连
科求教， 他给的建议是 “那你就再生
一个”。

事实证明， 两个孩子是比较好教
育的， 他讲出了一个真理， 大自然有
生态平衡， 人口也要有平衡。 有两个
孩子的家庭相对比较平衡 。 “此前 ，
为了二胎很多人付出了一些代价， 在
我看来， 这些付出是有价值的。” 孙云
晓说。

摘自 《中国青年报》

当青春期老大遭遇小弟妹

12月8日， 重庆万盛经开区奥陶纪
景区内的高空项目吸引游人 。 当日 ，
该景区内的 “步步惊魂” 吸引游客亲
身感受无护栏的高空惊险与刺激。 据
介绍， “步步惊魂” 是该景区引进的
一项高空刺激项目， 四周无护栏， 游
客体验需将保险绳索绑在身上前往 ，
脚踏板之间的间隙最窄50cm， 最宽处
120cm， 间隙下方为万丈深渊。

近日， 武警湖北总队鄂东片区特
战分队第四季度 “魔鬼周” 极限训练
拉开序幕。 本次训练紧贴实战， 设置
按图行进、 山地追逃、 河道搜索、 爆
炸物搜索、 红蓝对抗等课目， 特战队
员辗转工厂山林， 穿越水坝沼泽， 在
复杂地形和环境中挑战极限， 锻造过
硬本领。 图为厂区战斗搜索训练。

邰怡明 画

冲冲突突升升级级？？ 还还是是亲亲子子关关系系缓缓和和剂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