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麻国栋

父亲，是朋友还是陌路人？
在精神上，儿子离不开我
� � 交警四大队民警郝志
国，儿子已经 10岁了。 自从
儿子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之后，让郝志国非常注意与
孩子的沟通。

“相比较而言，他
还是跟我更近

乎些。 ”郝

志国说，他们父子间关系比
较融洽，儿子经常很随意地
指使自己切个水果，而不像
其他孩子那样“敬畏”父亲。

在外面一起吃饭，郝志
国把肉夹给儿子，儿子还会
把肉夹回到郝志国嘴里。
“他妈妈就没这个待遇了，
我常说儿子对我好。 ”

作为交警，郝志国经常
值夜班，看不到父亲的儿子
总是打电话，说没有爸爸陪
着害怕。“在精神上他离不
开我。 ”郝志国说。

有时候，儿子犟起来也

让郝志国挠头， 光想揍他。
“不过冷静下来，还是要心
平气和地沟通。 ”郝志国
说， 他们父子关系融洽，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沟通
比较多，多在一起玩，多在
一起聊。

郝志国在生活上对孩
子照顾较多，每天早上给孩
子做饭， 晚上十一二点了，
孩子饿了，我会马上起来做
东西给他吃。“说十句话不
如做一件事。 ”郝志国说，自
己对孩子不板着脸，孩子对
自己也就会是笑脸。

父女不如母女间那么亲密
� � 白全忠已经退休，在古玩城开了家古玩店，女儿
也工作好多年了。 这几天，他正教授女儿古玩的一些
知识。

“她不熟悉的行业，都听我的，古玩我讲
什么她都觉得对。 ”白全忠说，但是，聊到
他们都熟悉的医疗行业，就经常会有分
歧，都固执己见。

“尽管有分歧，但在一起生活也
其乐融融，但总感觉不如她们母女
那么近乎。 ”白全忠说，他感觉隔
阂主要来自于性别，沟通少一些。
“她和妈妈天天聊些家长里短
的，没有分歧，跟我聊的话题就
不一样了，很严肃，感觉不那么
亲近。 ”

女儿上学时， 白全忠要求
很严格。“要求她晚上 7点前必
须回家。 ”这导致女儿有些事不
愿意跟他说。

有一次，女儿跟母亲悄悄在
外面摆摊卖衣服，过了好几天白
全忠才知道。“我去看她，坐在马
路对面一直看。”白全忠说，当时心
里很激动，感觉孩子突然长大了。女
儿看到父亲时却一惊，说：“你不要管
我做这个？ ”白全忠说：“这是好事，应
该支持。 ”

白全忠认为，女儿瞒着自己卖衣服，说
明两人沟通少，有一定隔阂。 随着年龄越来越
大，相互理解越来越多，隔阂也越来越小，但总感觉
还是不如她们母女关系亲密。

他对我好，可就是烦他
� � 市三中学生吴嘉涛今年
14 岁，爸爸在一家家具厂上
班。

“他工作很辛苦 ，回到
家总是说累。 ”吴嘉涛说，
小时候总是给爸爸捶背 ，
爸爸一声不吭 ， 慢慢地
给他捶背的兴致就不大
了。

爸爸不爱说话， 一顿饭
说不了几句话。“问我成绩怎
么样，问我需要什么东西，别

的就没有了。 ”吴嘉涛说，自
己也很少主动跟爸爸说话，
吃完饭就去写作业。

“看得出来，他很想跟我
说说话，可一张嘴，就是跟学
习有关的，我烦这个。 ”吴嘉
涛说，上初中以后，跟爸爸之
间的交流就越来越“僵硬”，
例行公事式的，一问一答，不
能够像朋友那样交流， 在小
区院里碰到， 也就喊一声爸
爸后匆匆离去。

吴嘉涛说， 妈妈倒是唠
叨个不停， 自己和爸爸都
不插嘴。 在学校， 吴嘉涛
和同学很能玩到一起，朋
友也多，但一回到家，就把自
己关进卧室。

“我用的东西从来没少
过，每年生日，爸爸也都给
我买礼物。 ”吴嘉涛说，内
心知道爸爸对自己好，可
是， 见了爸爸还是烦他，
不愿意理他。

有效沟通才能摆正父子关系
� � “父子沟通难，主要是
生活中交流少 ，遇到问题
比 较 武 断 地 定 对 错 ，不
照顾孩子的自尊心 。 ”心
理 咨 询 师 李 俊 宇 说 ，未
成年的孩子 ， 经常会做
错一些事，有的是故意的，
更多的是没经验而犯错 。
做的事错了， 但并不意味
着他主观上就想做错。 这
个时候， 如果不能有效沟
通， 武断地做出惩罚孩子
的决定， 就会让孩子产生

逆反心理。
孩子在青少年期 ，父

子沟通顺畅与否， 对今后
几十年的影响是相当大

的。 李俊宇建议，孩子在青
春期时， 父亲一定要主动
交流、主动沟通。

李俊宇建议， 在生活
上， 父亲应该主动承担更
多， 尤其是涉及孩子衣食
住行游玩的，身体力行、潜
移默化的沟通最有效 ；在
学习上，不要定目标、给压

力，更不能过于苛责成绩；
遇到问题， 要让孩子充分
解释， 然后有针对性地与
孩子一起分析， 并征求孩
子的意见。

“有效地沟通才能给
孩子一个健康的青春期。 ”
李俊宇说， 父母尽管没必
要都和孩子交朋友， 但也
不能因为沟通不到位成为

熟悉的陌

路人。

� �
有一项调查，“青少年愿意选择的沟通

对象”，父亲排在同性朋友、母亲、异性朋友、网友、其它
亲人之后第六位。
多年来 ， 改变父子间训导与被训导关系已成为共识，然

而，调查显示，父子间能如同朋友的仍是极少数。 还有一部分
父子关系是心相牵，但交流甚少，如同熟悉的陌路人。

正如筷子兄弟《父亲》的歌词：“总是向你索取，却不
曾说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

郝志国父子

白全忠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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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专科、本科招生
（原邢台市工业学校、农业学校、财贸学校联合组建）

“3+4”本科：作为河北省首批、邢台市唯一中职与普通本科分段培养试点学
校，2015 年我校继续与河北农业大学签订分段培养协议，专业为财务管理。 招收
参加今年中考的初中毕业生，按省考院确定的成绩择优录取。 录取后学生在中专
学习三年，考核测试合格后转入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四年，成绩合格，颁发普通本科
毕业证书，享受本科毕业生同等待遇。 填报志愿的学校代码为：8802。

“3+2”专科：2015 年我校与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分别签订分段培养协议，专业有会计、学前教育、计算机平面设计、机电技术应
用、汽车运用与维修。 学生需参加当年中考，经河北省考试院批准录取后读三年中
专，两年大专，学制短，费用低，专业强，就业优。 学生学习成绩合格，分段颁发中专
和专科毕业证书。 填报志愿的学校代码为：6703。

感恩父亲节 爸爸我爱你
6月 18 日，父亲节即将到来之

际，邢台市第一幼儿园小五班组织
开展了“爸爸我爱你”主题亲子活
动。 活动中，该班教师结合幼儿年
龄特点，通过“我向爸爸表达爱”、
制作亲子贺卡等系列活动，让幼儿
感受父亲之爱，体验亲情的无私和
伟大。 户外小游戏更是让孩子和家
长们的欢声笑语洒满校园。

此次活动，培养了幼儿对父亲
的尊敬和感恩之情，让幼儿在接受
爱的同时，学会表达爱，有力的促
进了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市一幼 小五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