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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常把时机待
有求才应助孩儿
—— 《西游记》里的育儿经

“儿行千里母担忧”，保护孩子，是

母亲的天性，因为他们成长的路上困难重

重，孩子有难，母亲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地帮助孩子，却是每个

母亲必须面对的难题。

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假如你的孩子摔

倒了，你会怎么做？

有的妈妈会二话不说冲向前将他扶起

来，然后拍拍孩子身上的灰尘，擦干他的

眼泪，自责地说：“对不起，都是妈妈的

错。”她们颇具“大将之风”，把为孩子消

除一切障碍视为己任，一旦困难出现，立马

出来替孩子应战。久而久之，妈妈越来越有

英雄气概，而孩子却越来越脆弱不堪。

有的妈妈看见倒在地上的孩子，依然保

持绝对的理性。她们平静地走到孩子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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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分析摔倒的原因，教他防止摔跤的技

巧，再滔滔不绝地引出一大段人生哲理，

却对孩子流血的膝盖视而不见，对他哭泣

的声音听而不闻。她们时刻都陪在孩子左

右，准备着最精妙的教育箴言，但孩子却

永远觉得自己是孤立无援的。

有的妈妈会索性陪孩子一起摔倒，也

大哭不止，因为她早将自己与孩子绑在一

起，不分彼此，孩子的快乐，就是她的快

乐，孩子的困难，就是她的困难。长此以

往，孩子对妈妈越来越依恋，他几乎没有

了自己的世界，因为母亲的人生，就是他

的人生。

哪种妈妈做得对，哪种方式最好？我

们想等阐述完下面的内容之后再来回答。

孙悟空能成功到达西天，成为“斗战

圣佛”，与观音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观

音在《西游记》中实际是充当着悟空妈妈

的角色，而且是一位非常合格的妈妈。孙

悟空去西天取经，路远途险，做妈妈的又

怎能不牵挂呢？换了是普通的妈妈，可能

恨不能收拾行囊，陪儿子一同上路，或者

坚决阻止，想让孩儿陪在身边，天天看着

才放心。但是观音却是主动将悟空送到唐

僧身边，让他一起西去取经，修炼自我，

自己依然留在紫竹林，运筹帷幄。从心理

学的角度讲，她有着超强的心理素质，眼

看孙悟空频频遇险，却从不会手忙脚乱，

失去分寸。她有着足够的耐心和定力，时

机未到，绝不出手。

白骨精陷害孙悟空，导致其师徒反目

时，观音冷眼旁观，一语不发；火焰山挡

了取经去路，孙悟空与铁扇公主恶斗之

时，她也不出手相救；但悟空偷吃人参

果，闯下大祸，遍寻医树的方法而不得，

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她却立马出面救

场。观音的想法，看似捉摸不定，其实胸

有成竹。而我们也看到，悟空对观音也由

开始的不理解到接纳、感激，再加上在一

路上的不断磨砺，退去浮躁和随心所欲，

逐渐成熟和具有佛性。因此，观音可算当

之无愧的成功“妈妈”，她在整个与悟空

互动过程中的分寸和时机把握，也是值得

我们的妈妈们取经的。

苦心常把时机待，有求才应助

孩儿

母子连心，伤在儿身痛在娘心，我们

都深知母子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我们的

母亲更是舍不得孩子受一点苦，走一点弯

路，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孩子要成长，

取经的唐僧到达两界山时遇见孙悟空    供图 / 文化传播  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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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独自去经历风浪，所以，我们的母

亲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就变得尤为重要。

孩子遇到困难，想打退堂鼓了，妈妈们应

不应该出手相助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但是如何帮，什么时候出手帮，却是非常

有讲究的。下面我们就看看观音是如何把

握时机，做到恰到好处的。

尊重孩儿求助权

淘气的孩子活泼好动，对任何事物都

充满了好奇心。富有“冒险”精神的他们

难免三天两头“闯祸”，不是弄哭了同

桌的女生，就是打破了邻居家的窗户，又

或者涂花了教室的墙壁，偷看了同学的试

卷，惹得老师投诉，爸妈头疼。

孙悟空的冲动淘气是出了名的，“大

闹天宫”将其这一桀骜不驯的个性展示得

淋漓尽致。五行山下五百年的时光，或许

能磨平他身上的一些棱角，但是从初跟唐

僧打死六个强盗，到炫耀袈裟惹祸，悟空

一路斩妖除魔为西天之路扫平障碍的同

时，也必定会制造不少麻烦。有了紧箍咒

的束缚，又不能随口“老孙去也”便撒手不

管，只能想办法解决和面对。仔细看看悟空

在这些时候的表现，与我们现实生活中孩子

们的做法却是惊人的相似。

在《西游记》第二十四回“万寿山大

仙留故友，五庄观行者窃人参”中，师徒

四人到达镇元大仙的道观借宿，受到大仙的

热情款待，悉心照顾。悟空一时好奇，加之

馋嘴的八戒一挑唆，便偷吃了人家的镇观之

宝——人参果。却又因果子数目的误会，院

童们说了难听的话，冲动受不得气的悟空便

将其人参果树连根拔起。犯错当然逃不了惩

罚，镇元大仙大怒，捉拿了企图逃跑的师徒

几人，一顿绳缠索绑，拷问鞭敲。悟空倒也

敢作敢当，救师心切的他夸下海口答应还大

仙活树，于是有了第二十六回“孙悟空三岛

求方，观世音甘泉活树”。

要救活人参果树可不容易，孙悟空径上

东洋大海，遍游三岛十洲，访得了福禄寿三

星，求了帝君，拜了九老，想问得一个医树

之法，谁知众仙翁皆言：“无方。”悟空无

奈，又找到菩提祖师认错，求医树仙方，菩

提老祖一句“茫茫南海，自有医树仙方”才

终于让悟空硬着头皮去找观音菩萨。

《西游记》里悟空闯祸是家常便饭，

取经途中危险重重，遇到化解不了的困难

时悟空就会去搬救兵。不过他搬救兵是有先

后顺序的，先是天上人间的朋友，再是老师

长辈，最后才是观音如来。我们的孩子也一

样，遇到了困难，是不会首先回家求救的，

定会先找遍所有同学朋友、老师，实在不能

解决的，才不得不向父母求救。观音对这一

切了如指掌，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就急忙跳出

来，事实上，直到悟空终于硬着头皮找到

她，她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的家长可能会将这样的选择看作是

孩子们不重视自己，跟自己不亲，其实恰恰

相反，这一选择具有重要的心理意义。父母

作为每个孩子的重要家人，是孩子们尊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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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对象，所以每个孩子都想在父母心中

留下好的印象，留下自己是“乖孩子”，

自己能处理自己问题的印象。一旦他们闯

祸，便会害怕父母知道，这也是孩子维护

自己自尊的一种需要。同时，找身边的朋

友帮忙，也算是孩子发挥自己的主动权解

决问题的尝试，因此，当孩子做出这样的

选择，其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该出手时才出手

何时该出手，家长此刻多半心急如

焚：孩子处理不了怎么办？孩子还这么

小，怎么做得好呢？另一方面，又可能为

自己担忧：我连自己孩子的问题都解决不

了，还算什么合格的家长？那不是显得我

无能吗？因此，未等孩子开口，我们的家

长就按耐不住出手替孩子摆平一切，然后

长舒一口气，觉得又保护了自己的孩子一

回。只是回过头来，我们是否可以思考，

此时出手，是不是对孩子最好的，是不是

违背了孩子本身的意愿，或者让孩子少了

一些经历？

而观音的另一种做法，恰恰可以给我

们一些启示。悟空听从祖师教诲，前往南

海找观音帮忙。她远远地就看到悟空到

来，即命守山大神去迎，可见她早就知道

孩子这次又遇到问题了，只是她接下来的

做法和问话让我们着实吃了一惊。

孙悟空到了紫竹林，还没开口，观音

就问：“悟空，唐僧行到何处也？”孙悟

空老老实实地回答：“到西牛贺洲万寿山

了。”观音看出来孙悟空很急，也想引他

说正题，但仍然故作轻松地问：“那万寿

山有座五庄观，镇元大仙你曾会他吗？”

孙悟空马上说出了事情的大概：“因是在

五庄观，弟子不识镇元大仙，毁伤了他的

人参果树，冲撞了他，他就困滞了我师

父，不得前进。” 

很显然观音这是明知故问，其实她早

就知道悟空这次是到了万寿山，也知道他

犯了什么事，她却假装不知，从容地让孙

悟空谈谈最近的生活，到了哪里，师父

最近怎么样。这便是想将主动权留给孙悟

空，只要孙悟空不开口，就当什么事都没

发生。让悟空自己说出来，其实是在保护

悟空的自尊，也让悟空在这个过程中反思

自己的行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观音听完之后开始强调问题的严重

性，但仍然没有表态要帮他。她说：“你

这泼猴，不知好歹！他那人参果树，乃

天开地辟的灵根。镇元于乃地仙之祖，

孙悟空请来太乙天尊降服了九头狮元圣儿    供图 / 文化传播  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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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让他三分，你怎么就打伤他树！”孙

悟空便开始解释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又

详细地叙述了一遍：“弟子实在不知。那

一日，他不在家，只有两个仙童，候待我

等。是猪悟能晓得他有果子，要一个尝

鲜，弟子委偷了他三个，兄弟们分吃了。

那童子知觉，骂我等无已，是弟子发怒，

遂将他树推倒。他次日回来赶上，将我等

一袖子笼去，绳绑鞭抽，拷打了一日。我

等当夜走脱，又被他赶上，依然笼了。三

番两次，其实难逃，已允了与他医树。却

才自海上求方，遍游三岛，众神仙都没有

本事。”这个叙述的过程其实也是悟空反

思和澄清自己错误的过程，让孩子自己说

出来，比母亲忍不住帮他说，或者母亲未

卜先知不用孩子说便觉得什么都清楚，效

果要好得多。

最后，悟空才说：“弟子因此志心朝

礼，特拜告菩萨，伏望慈悯，俯赐一方，

以救唐僧早早西去。”直到这时，孙悟空才

正式开口“求助”，他终于决定让妈妈来帮

助他了。而面对孙悟空的请求，观音也立刻

软下心来，也像我们普通家长一般稍有嗔怪

“你怎么不早来见我？却往岛上去寻找”？

由此，可以看出观音与我们所有的家长一

样，都想替孩子解决问题，都想孩子早点来

找自己，但是她将这个愿望放在心底，耐着

性子等着悟空跨出第一步，这便是意义重大

的选择。

“出手”与“不出手”，“等待”与

“急不可耐”之间其实是“尊重”二字在

起作用。鲁迅说过，对于孩子，小的时候

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同

时，也是以孩子的发展为前提的考量，看

镇元仙把唐僧师徒抓回五庄观    供图 / 文化传播  FOTOE 孙悟空请来观音医治好五庄观的人参果树    供图 / 文化传播  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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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一念之间，其实是有根本区别的。这

里，我们的家长可以思考一下您是“直升

机父母”吗？是不是随时随地处于为孩子

解决问题的备战状态？而我们也清楚“直

升机父母”和尊重孩子求助权的父母对孩

子成长的影响是有根本差异的，仔细体会

其中的差别，相信我们的家长就能做出正

确的选择。

切勿双标准

这里所指的双标准，是指“有求不

应”或“不求也应”的现象。让孩子来决

定他是否需要帮助，这是一项需要保护的

“权利”。《西游记》中，除非在危难之

时，观音极少主动去帮助孙悟空，她尊重

并且相信孙悟空的判断，一直坚持“有求

必应”的原则。而有的时候，我们的妈妈

可能会“代替”孩子享受了这一权利，以

至于在帮助孩子的时候出现“不求也应”

和“有求不应”的现象。

晓亮的妈妈从校长办公室走出来，她

为刚才自己慷慨激昂的表现感到自豪，因

为她终于为与同学发生冲突的儿子出了一

口气，并争取到了换班的机会。她想给儿

子一个“惊喜”，却不知道儿子早已和那

位同学解除了误会，化敌为友了。

而让晓亮大惑不解的是妈妈这“突如

其来”的关心。上一次同样是与同桌因为

小事闹别扭，他心里非常难受，想让妈妈

给自己出出主意，而她却一心一意地看电

视，对晓亮不理不睬。

晓亮的妈妈就像冰火两重天一样，忽

冷忽热，难以捉摸。

一方面，她在晓亮并没有主动求助的

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帮忙”。她第一时

间用成人的方式为孩子争取利益，却不留

时间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这样的做法非

但得不到孩子的感激，还可能弄巧成拙。

另一方面，当晓亮自己无法独自解决问

题，请求她帮助的时候，她又置之不理，

让孩子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为 什 么 会 出 现 这 样 的 双 重 标 准 问

题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做选择，会无

意识地将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为一

谈。例如，当晓亮的妈妈看电视时，她的

心情可能是愉悦的，会希望孩子懂事一

些，不要打扰她，或者觉得孩子的困难根

本不算什么，对孩子置之不理；而最近她

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几次得到上司的

表扬，就突然想起了儿子的困扰，觉得自

己也应该多关心一下儿子，因此，就为孩

子做出换班的决定，并自认为这是帮助孩

子的最佳方式。这样，我们的家长事实上

剥夺了孩子的“求助权”，孩子是否需要

帮助，完全是由家长决定，孩子却无法准

确琢磨家长的心情和想法，也没有得到他

们想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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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有求不应”，时而“不求也

应”，这样的双标准让孩子摸不着头脑，

在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会无所适

从，因为父母的态度让他们感到困惑。有

些孩子依赖上了“不求也应”的父母，一

遇到问题就逃避，或者坐等父母来“救

场”。他们非但不会感激父母的帮助，反

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有些孩子则被父母

的“有求不应”伤透了心，他们过早的独

立，认为只有自己是能够信赖的，成年之

后可能他们在生活和事业上都很自强，却

与家人之间疏于联络，情感淡漠。而还有

一些孩子，是会在应该找父母帮忙还是不

该找父母帮忙的矛盾情感中挣扎，不知道

怎样做才是合父母意的，久而久之，就会

形成与父母的不良依恋关系。

依恋是在婴儿与母亲的相互交往和情

感交流中逐渐形成的，而且这种交往和依

恋模式是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将来的人际关

系的。母亲与孩子的依恋模式，是与母子

间互动方式紧密相连的，只要随时对孩子

的需要保持密切的注意和准确的回应，孩子

就会对母亲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随时表达

自己的需要和想法。而母亲的教养方式可以

从反应性、情绪性和社会性刺激三个方面来

衡量：反应性是指对儿童发出的信号积极的

应答，情绪性是指经常通过笑、说、爱抚积

极地表达情感，社会性刺激是指多进行诸如

通过相互模仿行为、丰富环境、调整自己的

行动以适应婴儿的行为节律。母亲天生对自

己的孩子是最了解的，所以，做到这些并不

难。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将与孩子相处

看作是一种享受而非负担，在回应孩子的过

程中也收获自己的需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实现双赢。

观音在这里就是大赢家，她尊重孙悟空

的求助权，鼓励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战

胜妖魔，表面她在“袖手旁观”，实际上她

在用心良苦地培养孙悟空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一旦孙悟空已经束手无策了，他摸着头

来请观音帮忙，观音会立马做出回应，积极

帮助。而在本文的后半部分，我们会着重分

享观音作为一个智慧而慈爱的母亲，是凭着

怎样的能力将这一切应对得恰到好处的。

培养感恩心

按照观音“有求必应”的做法，帮助孩

子的确要讲究时机，这除了能培养孩子的独

立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让孩子学

会感恩。

中国有句古谚：“百善孝为先。”孝顺

是一种传统的美德，它蕴含着儿女对父母养

育之恩的感激之情。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是

孝顺的前提。然而，孩子不是生来就懂得感

恩和孝顺的，这还需要父母的精心培养。

有些父母是孩子的“左右护法”，时刻

准备为孩子挡去一切麻烦，却经常落了个

“自讨没趣”，孩子不仅不领情，还嫌父母

“多事”。但是，孙悟空对观音却是发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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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感激，每次得到帮助后，都欢喜告别，

还毕恭毕敬地目送观音离去。

为什么观音能让孙悟空学会感恩呢？

首先，孙悟空在求助的时候得到了尊

重。观音是受众神尊敬的菩萨，她拥有无

边的法力，化解孙悟空的困难应该是小菜一

碟，但她从来不在孙悟空面前炫耀她的能

耐，或者摆高姿态，吝于帮助。观音让孙悟

空觉得“求人”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即使

是孙悟空在万寿山闯了祸，观音在了解事实

真相之后，也立马出手相助。这跟我们一些

家长遇到问题时的态度是有差别的，我们一

些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犯了错，可能事先是

以要教育孩子为前提，二话不说，先劈头盖

脸地骂一顿，孩子往往只能“坐以待毙”，

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也有些家长可能会

故意贬低孩子的能力，抬高自己的地位，百

般“刁难”之后，才向孩子施舍帮助。孩子

在请求帮助的时候，得到的是责骂和惩罚，

甚至是嘲笑，既使父母最终替孩子解决了问

题，他们也很难产生感激之情。究其原因，

全在“尊重”二字，其实这两个字对孩子跟

对成人一样重要，不管孩子做错什么，首先

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接下来的教育工作才

能真正进入孩子的内心，而感恩的种子也才

能生根发芽。

其次，观音让孙悟空明白“受助”机

会难得。前面提到过，她从不主动帮助孙

悟空，所以她提供帮助的次数远远少于那些

“不求也应”的家长。孙悟空也知观音是不

轻易出手的，所以，每次也的确是走投无路

了才去紫竹林找观音。对孙悟空来说，观音

就像是根“救命稻草”，尤其珍贵。从经济

学的角度也能解释这一现象，物以稀为贵，

供大于求的情况，物品往往会“贬值”。这

么看来，家长如果想得到孩子的感激之情，

对孩子的帮助，宜少不宜多。

我们始终相信人性向善，我们的孩子天

生也绝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只是有的

时候感恩的种子被“理所当然”地掩盖在

土壤深层，没有发芽。只要我们的家长可

以稍稍学学观音的育儿方式，从尊重和机

会两方面入手，孩子就定会对父母心怀感

激，知恩图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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