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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天」是順著孩子的品性來教養， 

「順天」是順應父母的處境來栽培， 

「順天」是助展孩子，成長父母! 

~ 課後感想 ~ 

1. 我想要一个怎样的孩子？  学员：王玲（8 岁女儿的妈妈） 

2. 让我回到了童年    学员：郑转招 2013-7-29 

 

3. 童年所想要的放纵和自由  学员：郑转招 2013-8-1 

4. 抛出什么，收回什么   学员：郑转招 2013-9-10 

 

5. 我已经失去了自我    学员：王江平 

 

6. 重视夫妻感情的培养   学员： 余竞红（26 岁男孩的妈妈）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学员：王玲（8 岁女儿的妈妈） 

 

8. 合适才是最好的    学员：郑绍珍（12 岁和 6 岁女孩的妈妈） 

 

9. 不让对方去猜測和琢磨   学员：美娟 2013-7-28 

 

10. 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   学员：焦国会 （12 岁和 7 岁男孩的妈妈） 

 

 



我想要一个怎样的孩子？ 
学员：王玲（8 岁女儿的妈妈） 

 

有了女儿以后，我就想她是个怎样的孩子，

我期望她长大以后成为怎样的人，我怎样实现这

些期望呢？面对时时在成长的她，不仅要在四季

流转中照顾她的衣食住行，还要看护她随着年龄

增长的心智，培养好的行为和习惯。作为父母，

总是不断的遇见新的问题和挑战，也只好不断的

学习，见招拆招，即时调整，在摸索总结中实践

育儿的方法。那么，什么会是这些方法的核心呢？

不让我们被这些外在的事件和行为拖得团团转，

看不清方向。在上完顺天而行的课程后，我有了

新的角度和认识。 

 

1.你期望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人？ 

第一天美宝老师问了这个问题，我认真的回

顾了我的过去，现在的生活，我对自己的期望和

梦想，我希望她是个身心健康，真诚独立，热爱

生活的人。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就是我

和女儿的方向。终有一天，她要独自面对自己的

人生，我希望她已经装备好，这样我才可以安心

的放手。 

 

2.面对纷杂的事件和行为，我们怎样去分析

问题，找到方法呢？ 

美宝老师教给我们有关 NLP 理解层次的理论：

（深入了解，可以到网上查。参考以下文件

http://wenku.baidu.com/view/1cb0e8ef856a5612

52d36f98.html） 

 

精神:我与世界的关系 (还有谁?) 

身份: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是谁?) 

信念、价值:事情应该是怎样的，什么最重要 

(为什么?) 

能力:有什么不同的选择 (怎样做?) 

行为:怎样的做法(做什么?) 

环境:当时的人，物，事，时，地(何时、何

地?) 

分析问题从低层到高层，解决问题从高层到

低层。层次越低的问题，越容易解决。一个低层

次的问题，在更高的层次里容易找到解决方法。

反过来说，一个高层次的何题，用一个较低层次

的解决方法，难以有效果。理解层次让我们简单

地认识到问题或困扰背后的原因，因而会更快地

以“治本”态度去处理它。 

课程结束回到家，我马上就遇到了问题。女

儿的成绩单拿回来了，她的中文很好，英文，数

学，科学没有达标，其他尚可。我们赶紧看老师

的评语，和老师沟通，了解情况。女儿上的是国

际学校，英文授课，升到三年级后，英文的词汇

量和阅读都增加了，她的听说还可以，读写就差

些，相当于一年级下学期的水平，因此影响到她

对英文，数学，科学科目的理解，不能达标。老

师说她也很努力，只是还需要老师的额外帮助才

能够完成作业。 

我尝试着用理解层次的理论来分析问题。 

环境：其他同学可以用英文独立完成英文，

数学，科学科目的作业，女儿的英文阅读和写作

有困难，不能达到目标。 

行为：她也在听，等待老师的帮助。 

能力：她有努力，但英文的读写水平相当一

年级下学期的水平。 

信念：她要达到三年级的英文水平。 

身份：她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精神：她要独立面对她将来的人生，而且身

心健康，真诚独立，热爱生活。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精神：她要独立面对她将来的人生，英文是

必要的工具。 

身份：她现在三年级，还有很多时间来提高

英文水平。 

信念：她要达到三年级的英文水平。如果实

在有困难，改变信念和身份，去二年级。 

能力：她的听说还可以，能够听懂老师的课，

做作业时需要帮助。而且她愿意付出努力。 

行为：在学校，有另外的英文老师为需要的

同学提供帮助，女儿需要更加主动的问问题，尝

http://wenku.baidu.com/view/1cb0e8ef856a561252d36f98.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1cb0e8ef856a561252d36f98.html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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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先自己做作业。在家，根据女儿的水平老师布

置适合的网络阅读，每天坚持 20 分钟。 

环境：爸爸跟女儿一起阅读科学课本，提高

阅读水平。平时多讲英文。如果需要，可以找到

补习机构加强学习（咨询老师的意见，老师说现

时的量已经可以，看看再说）。我们经常和老师

沟通，了解她的状况，可以怎样一起帮助她。我

们也多鼓励她，有进步就表扬。 

通过这样的思考和分析，我觉得问题变得很

清楚，寻找方法时也可以全面有效。我松了一口

气，与女儿沟通讨论，坚持实行。现在她的英文

有进步，我知道不能着急，英文本身就是需要日

积月累，从量变到质变的。 

 

3.她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有自己的脾气秉性，兴

趣爱好。 

美宝老师告诉我们多元智能的理论，用很形

象的方式让我们理解。 

文字 画画 数字 

你  我 

身体 音乐 大自然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更多关注内心世界，内省

的人（我），喜欢文字，画画，亲近大自然，与

人沟通（你），对运动（身体）和音乐不太敏感，

不喜欢数字。爸爸，喜欢大自然、运动、音乐。

女儿呢，喜欢画画、运动、音乐、与人沟通（你），

其他还有待发现。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了解自己和

女儿的特点，找到共同的兴趣爱好。也有利于对

女儿因势利导，发现她的长项，适当补充不擅长

的部分。 

 

（她用纸箱做芭蕾舞裙，很漂亮吧） 

4.如何接近她？ 

只有变成孩子，才可以和孩子打成一片。对

于成年的我，童年已是遥远的记忆。课程中美宝

老师有许多环节让我们做回孩子，重新体验到投

入专注、天马行空的孩童状态。我们一起听故事，

画画，做手工，唱歌，跳绳，打球，跳皮筋，过

家家„„我还打扮成孩子，玩得很 high。 

 

 

（我的小孩造型，那是相当可爱） 

 

回到家里，再和她玩时，我也更加投入放得

开了，我们一起脑筋激荡、灵感迸发。 

 

（一个脑袋两只脚四只手的椅子！） 

 

5.顺天而行 

在我看来，就象农民种庄稼，不能不管，也

不能拔苗助长，而是要根据庄稼的特点，适时的

浇灌、施肥、去除杂草„„ 教育孩子也要有照

顾、关爱、管教、陪伴，然后，我们只需要耐心

等待，终有一天，他们会自然的长大成熟，有能

力独立面对自己的人生。这也是顺天而行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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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回到了童年 
学员：郑转招 2013-7-29 

 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很感恩顺

天而行课程在我突破毕业的时候开班了，机缘巧

合或是意向让我因时间的调整而有机会上了顺

天而行的课程。在女儿 6 岁的今年，我才开始明

白了如何当一个母亲，如何顺天而行的教养法。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如此，小孩如此。 

顺天而行让我回到了童年，重拾童年的乐趣，让

自己重新拥有一颗童心，只有和小孩一样的心境

才可以和她的心靠得更近，和小孩一起画画，一

起唱歌，讲故事给她听，和她一起劳作，全身心

的陪伴和她一起创造做的体验，共同的经历才是

最美好的回忆。与女儿一起玩我小时候没有玩过

的游戏，和女儿一起画画，一起折纸，发现原来

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做，不会教女儿的原来也可以

做到。开始学会静心聆听女儿的内心，用心去发

现她想要什么，她是怎样的，静静聆听她唱歌透

出来的心情，她目前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从她的

行为去检视自己过往的教养方式，当看到她做得

不好的行为时先检视自己，是否自己曾经这样做

影响了她，如果是先改变自己再重新影响她，不

再因为她的这些行为而责备她。我们过往以自己

的意愿去教育小孩，是让小孩过我们的人生，而

非她自己的人生。看到她如同看到自己，她也是

自己的一面镜子。 

        

 课程结束后，我每天都在检视自己和老公，

自己和女儿，自己和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向

内找，从自己身上找，开始明白许多的抗拒都是

我的潜意识在作怪，与对方无关。我开始去追逆

自己的童年，寻找自己潜意识里的那部分未知的

世界，找到那个内在的小朋友，明白了自己一些

情绪的来源，理解身边的人的许多行为也是潜意

识在作怪。感恩我的父母和姐弟，给了我美好的

童年，感恩自己从小有父母的陪伴，姐弟的嬉戏。

感恩我的爱人，感恩上天让我与他相遇、相爱，

结为夫妻，我更加有信心去经营我们俩甜蜜美满

的婚姻，让女儿感受到父母的恩爱甜蜜，开始会

跟女儿讲王子和公主的故事，讲的时候自己也会

投入其中，感受爱情的甜美。 

 学会慢活，让自己停下匆匆的脚步，让自己

慢下来，去看看自己，看看身边的人，让自己和

家人更加轻松自在，轻松地活，认真地爱。                                                                                                                                                                                       

     

童年所想要的放纵和自由 
学员：郑转招 2013-8-1 

突破毕业二个月了，时常会思考自己突破期

间通过能量爆发去做原来不敢做或者不想做的

事的心理过程，而突破中那种通过能量爆发才做

得到的事情，突破毕业后如何成为自己内在的一

种力量，很自然而然地去做。如何让激发潜能成

为一种习惯，不断突破自我，最终成为一种生活

模式。这种疑问我在顺天而行课程的思考中找到

了，我应该好好去整理我的过去，我的成长经历，

我过往许多植入到潜意识中的事件，现在的一切

都与过去植入我潜意识中的事件有许多的相关

性，整理过去，面对过去，找到恐惧的根源，或

许一切就自然而然了。 

亲子教育，不只是我们和小孩和关系，还有

我们和父母的关系，从上至下整理一番，可以找

到许我关联性，我更明白了过去的六年间为什么

我对女儿教育采取这样的教养方式， 跟我的童

年有着很大关系。开始整理我的童年，不断检视

自己在教养孩子中的模式，不断发掘潜意识中的

内我。或许这将最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所在。 

我检视到在教养小孩时的放纵、自由，其实

是我自己童年所想要的，我和她一起时没有原则、

规范，常常会怕她吵闹而迁就她，或许她已经读

懂了我的心思。所以也就会有了我之前迷惑的，

为什么跟爸爸在一起特别懂事，跟我在一起却特

别娇气。2013 年 7 月 30 日，和导师的见面后，

我检视到女儿在我面前的行为表现因为我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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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刚好看了一本书，我进行了调整，收

效良好。  
 
                                                                    

 

抛出什么，收回什么 

学员：郑转招 2013-9-10 

 

    希希开学前，我和老公忙于准备一切，同时

我也忙于全力以赴补救我考车。我们找到了附近

的托管站，就在姐姐家的附近。我要求姐姐帮我

向邻居了解了托管站，姐姐一语点醒了我，把鸡

蛋放在我的杯中。 

     

刚上完顺天而行，我知道需要让自己慢下来，

轻松生活，要让鸡蛋放在自己的杯子。那段时间

的全力以赴的练车又让自己的弹簧压得很紧，橡

皮筋拉得很尽，让自己忘了要把鸡蛋放进杯中。

我感受到鸡蛋在跟我说话，她需要我的陪伴，需

要我亲自为她做很多事情，需要我的关注和赞赏。 

突然间，自己慢了下来，每天都记着把鸡蛋放在

我的杯子，小心呵护。学车，练车，考试可以重

来，而女儿的生长却只有一次，多陪她，多听她

说话，多与她互动，给她一下安定的环境，让她

有安全感。现在是开学的第二周，女儿虽然不是

次次作业都是 A+,但已经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需

要做和负责任的，也开始有了时间管理的意识，

我们约定好的事情她也可以做到。我开始学会了

用什么样的奖励和惩罚方式， 而不是过去单纯

的放纵与溺爱，女儿开始感受到用撒娇和耍性子

是改变不了事情，更不可能如她所愿，开始不再

用过去的方式来与我们沟通。相反，她学会了用

感召的方法与我们沟通，我不舒服的时候女儿学

会了照顾我，喂我喝水，自己管好自己。女儿每

天自己完成自己的事情后会承担部分家务，突然

间觉得女儿长大了，会用自己的钱买礼物，懂得

感恩。一周时间，女儿适应了邻居阿姨送，托管

老师接，同时与邻居阿姨、托管老师、学校老师、

同学都很好相处，每天回来都告诉我，她们对我

很好的，我很喜欢她们。感恩所有人，感恩所有

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人。生活真的尤如回力标，抛

出什么，收回什么。在此，告诉自己，做得好，

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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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失去了自我 

学员：王江平 

 

  人生有许多的坎坎坷坷，要看我们怎么去面

对，一件细微的小事都可能使人从痛苦的边缘中

解脱出来 

19 日，下课回家，我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高跟

鞋，脚上打了两个血泡，很疼，我就把鞋脱下来，

为了能让脚舒服一点，我打着赤脚，从容的走在

地铁站，穿过高铁检票口，看着人们疑惑的眼神，

我对自己说：“没事的，只要自己舒服，何必管

别人的眼光呢？”要是在以往，我宁愿脚痛死，

也不会这样做的。 

在这以前，我几乎都忘了我是谁，找不到

了生活的乐趣，一天都想着孩子怎么怎么的，老

公为什么越来越冷淡，爸妈为什么那么偏心，老

是对弟弟妹妹们好些，看到谁都只想到他哪里哪

里不好，看不到一丝阳光的东西。也看不到自己

有哪些长处。 

看着学友们浑身上下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我羡慕极了！ 

     经过 30 小时的学习，让我知道我已经失去

了自我，我必须找到我在生命中的位置，重整 我

的家庭，让它充满家的味道，让自己活出阳光的

我，自信的我。 

     我要微笑面对每一天，用改变自己来感染

别人。 

 谁曾想过，自己的身体会出现问题，真的很

恐慌，不知所措，不晓得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

我该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开心起来，

勇敢的面对病魔！ 

 老公怕我受苦，要我去最好的医院治疗，但

我很担心来至各方面的思想压力，我打心眼的感

激老公，但自己却很害怕上手术室，我太对不起

他们了，亲人们都很关心我，我要为了亲人们，

朋友们，也为了自己，勇敢的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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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夫妻感情的培养 

学员： 余竞红 （26 岁男孩的妈妈）   

 

 在参加完欧阳婉玲导师三十个小时的亲子

课程后，我觉得里收获很大。这种体验式课程让

我们作为家长透过轻松且具启发性的活动和分

享，能够多角度去认识子女的品性及智能，并且

深刻认识到夫妻和睦相处对助展子女成长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导师精心设计了十几道菜，每道菜都是给足

了材料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体验到如何

才能把孩子教养好，以及夫妻应该怎样相处才能

带给孩子一个幸福的未来，让孩子的身心健康成

长！ 

 我对亲子课程的体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认识孩子的学习能力和亲近孩子的 4 仔

方法让我体会很深。我儿子从小天资聪颖，从未

满一周岁开始，我就经常教他唱儿歌，他很容易

学会，而且每晚儿子睡觉前我都会讲童话故事开

启他的智慧和兴趣。未满三周岁已教他背很多古

诗，他记忆力超强，学几次已背得很流畅。后来

又发现他很爱画画，我就买了很多少儿漫画图书

给他看，他从幼儿园开始画的水彩画已很漂亮，

老师还经常赞他有美术天赋。由于重视儿子的画

画特长，让他上兴趣班和买了很多美术书临摹，

他后来真的考上香港美术学院学习广告设计并

获得毕业证书。 

 

 

    这个环节让我们重温了跟孩子画画和做

劳作设计作品进行展览，这个场面很温馨和快乐！

原来亲近孩子的方法就是学会 4 仔，陪孩子一起

玩一起娱乐，用心教导孩子就能培养出母子和父

子感情。我在一边画画一边想到自己陪伴孩子的

时候还是不够多的，尤其是他爸爸很少陪孩子一

起玩游戏或做作业，所以我儿子跟他爸爸没有这

么亲近，并常感到自己缺乏父爱。 

  二，正视婚姻与儿童、重视儿童发展心理这

两道菜也给我触动很大。导师叫几个同学上台分

享自己的体验，并得到了导师的指导怎样才能避

免孩子受到父母感情的影响而出现的种种心理

问题。导师用风趣幽默的口吻教会我们夫妻相处

之道，就是要学会开口要雪条，开口向对方表示

自己的心情才会加深夫妻感情，并多点赞赏对方

的长处，具体地说明赞对方什么才有诚意。家庭

和睦了，孩子的身心才健康成长。 

  但遗憾的是现在很多家庭夫妻都是不和睦

的，在我们这二十多位家长中也占大部分都是夫

妻感情出现问题或离婚的。我自己的婚姻也处在

貌合神离的状况，所以才来上这个亲子课程，寻

找解药救救自己的家庭，尽管自己的孩子已 26

周岁，已错过了接受儿童心理辅导阶段，但我们

给孩子造成的心理影响是从儿童开始的，也就是

说儿子的心智还停留在少年时代，这种抑郁心理

影响了他的学习和生活，这些伤感的经历很触动

我的心灵，导致上课那几天晚上我想了很多，很

难入睡。我在反省自己怎解会让孩子成为我们婚

姻的牺牲品，令他的心灵承受这么多的折磨呢。

但时光无法倒流，唯有改善夫妻关系，让儿子重

温快乐的家庭生活才不会影响孩子日后情感的

发展。 

 三，最令人感动的一道菜是那部反映婚姻家

庭生活真实写照的英文版电影。看完后每个家长

都深有感触和流下悔恨或伤感的泪水。而我更觉

得自己的经历跟电影的情节很相似，正如导师说

的，夫妻双方的结合不是两个人而是加上双方父

母六个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真是太精辟的论

断了。 

 我也常常感觉自己不是嫁给老公一个人，而

是嫁给他的家庭，许多他父母的思想在指导着他

的行为，令我感到很纠结和无奈。而他也总是怪

责我做事太执着，追求完美，这也是遗传了我的

父母亲的性格。我们由于没有互相迁就和包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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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所以经常为一些小事大吵大闹导致伤害了夫

妻感情，也让孩子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性格变

得内向和情绪紧张，失去自信和勇气。夫妻感情

不和给孩子造成伤害的代价实在太沉重了，我也

同样受折磨到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无法正常工

作和生活。电影故事最后以好结局收尾带给我信

心。我会冲破障碍拿到解药拯救自己的家庭！ 

 所以，这三十个小时的顺天而行教养法课程

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也反省到孩子的问题就是

父母的问题，要完善父母自己的品格，不断学习

提升自己才能挽救和助展自己的孩子身心灵健

康成长！ 

 在第四天的最后环节，我们扮演孩子的角色

做劳作送给自己的父母，让大家找回了童年跟父

母或兄弟姐妹一起玩纸工的乐趣。导师扮演妈妈

检查我们的展品，让气氛充满开心、快乐的感，

留给我们无比温馨的回忆，这也是我们此次课程

的最高潮。 

 非常感恩导师的指引和对家长孩子们的爱，

期待日后导师继续举办顺天而行教养法亲子课

程，让更多的年轻父母学习到顺着孩子的品性来

教养，重视夫妻感情的培养，助展孩子，成长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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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学员：王玲（8 岁女儿的妈妈） 

                                                                                                     

1．课程中哪个部分的游戏令你有最深刻的体

会？ 

对我来说，最深刻的体会肯定是扮演小孩的

游戏。 

在外面等待进教室时，我请同学凤娥帮我梳

头发，在头顶扎一个朝天辫，又卡上女儿的红发

卡。凤娥是一位手脚麻利、清爽利落的妈妈，当

她梳头时，我就感觉象妈妈在给女儿梳妆打扮，

很享受。绍珍见我这样可爱，又送给我一对桔色

蝴蝶结发卡，别在辫子两侧。我高兴地拿着玩具，

见到同学就喊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他们答应着，

都乐。我又找人玩，感觉很放松。有个同学妈妈

带着她的儿子来，她见我就来逗我，她的儿子见

妈妈亲近我不理他，嫉妒地哭着抢妈妈。哈哈，

这充分说明我的儿童状态很逼真。 

进到教室里，大家都开始玩，打乒乓，跳绳，

过家家。我到处捣乱，拿掉做球网的棍子，因为

那是芭拉拉小魔仙的魔法棒，用棒子打飞过来的

球。我肆无忌惮的随心所欲，得意的大喊尖叫。

他们制止我，我索性爬上球桌，四脚朝天的躺着，

他们只好几个人合力把我抬下来。我挣扎着，感

觉到身体的紧密接触和温暖。我又钻到球桌下面

捡球，有人恐吓我让我别捣乱，我大声回答说不

怕，我爸是警察；一把抱住王祥的胳膊，说这是

我哥，向他告状，他们欺负我。王祥严厉的喝斥

他们，温柔的哄我。有人过来说陪我玩，她唱歌

给我听。我经过跳舞的人群，放肆的拍打他们的

屁股；又拿起钓鱼杆，把线扔向人群，有人假装

上钩，配合我拉线，我快乐的大叫。跑到ＣＹ面

前，他正在拍照，我摆着ＰＯＳＥ，让他拍了一

张又一张。群笑两只手来捏我的脸颊，我的嘴都

咧开了。我又从后面抱住东哥，一起骑椅子。 

快乐，投入，疯狂，随心所欲，满足。 

游戏结束时，我觉得时间太短，坐在椅子上

不停的扇扇子，热死我了。 

 

２．这个体会对我来说有何意义？ 

我喜欢其中被关注，呵护，宠爱，肆无忌惮

的感觉，身体的接触，这些都是我缺少和渴望的。 

 

３．学完以后，有何行动和承诺？ 

回来后，我做了一张剪贴报，记下我要做的

事情，贴在了墙上。我想我会带着这种感觉，更

加投入到平时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享

受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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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才是最好的 

学员：郑绍珍（12 岁和 6 岁女孩的妈妈） 

 

短短 30 个小时顺天而行教养法的学习，在体

验式的教学方式中，一环扣一环的练习、放松、

放空、思考、感与觉…… 

你期望子女是个怎样的人？ 

从这一行大大的标题切入了你为什么来？一

个接一个的问题，让我在放松的状态下去思考这

些问题，问心而答。当回答出来的问题从耳朵里

传入脑袋时，多次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

而，这正是我内心的答案，在此前从未试过的一

种心脑的沟通方式。 

人会为自己作出最好的选择！这是人性天行

中很重要的一个节点，而正是它，让我们选择只

记自己愿意记的，只想自己愿意想的，只看自己

愿意看的，而忽略了太多太多本来应该被关注而

没去关注的问题，无论是自身、父母、伴侣、子

女、亲人、乃至周围需要关注的人……. 

顺天而行教养法是什么？这是课程里老师最

想传达的一个信息！我相信，合适的教养法才是

最好的。说感悟，有太多太多，在不停的反刍后，

提练成三点： 

一、自我状态与行为 

三种自我状态占的不同比例，与不同年龄层

有与该年龄层相适应的心智和行为相对应，顺应

天性的教育方式才能让培养出一个健康平衡的

人格，使人在合适的年龄段，呈现出在合适的时

间合适和地点作出合适的自我状态。反之，将会

像我们现在的样子，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适时宜

的自我状态。 

而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受教育的方

式大多数存在非顺天的情况，童年时期的情感受

不同程度压抑或缺失，接收到的负面的信息和情

感潜藏在万丈深渊的潜意识中，老师为我们提供

的是释放压抑的童年时段的回溯，多环节的发自

内心的涂鸦和童年自我状态的打闹玩的情绪的

设计，让我们释放潜意识中的部分的负能量，重

新收获部分童年自我状态所需的能量，让我们感

受从未有过的轻松…… 

二、多元智能 

不同侧重类型智能的人，会有不同的个性表

现，包括情感、表达、思维、悟性、能力、喜好…… 

在多元智能的图型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我

能”“我可以”，能悟出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也得

顺天而行，以往的种种“你应该怎样”“你知道

我怎样”…….，其实非顺天而行，学到不同智能

的人之前的差别和怎样相处才是最合适的。 

以王先生夫妇的事例分析中，让我感触至深：

他们以对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负责的态度在探索

着一条合适的相处、相知、相爱的道路，祝福他

们！ 

三、教养模式的复印 

由 Reasen—Result，在佛学里是因果轮回，种

什么因得什么果，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很浅显而

常被忽略的复印模式。曾经对此理论的怀疑过，

而客观事实总会用很多的实例来向你证明一切，

就看你愿不愿意接受，你可以选择不接受而轮入

复印的模式，也可以因接受而觉醒，去尽力终止

这个复印的怪圈。 

在复印机的回溯中，我看到我身上有父母的

优良品质，也有父母在缺乏对教育模式和方法的

应用而印留下来的一些缺陷。在课程中我隐约的

找到了一些扬长避短的方法，避免用相同的教养

方式去教养我的孩子而妄想得到不同于我的结

果。 

以上是我要分享的三点感悟，说得不当之处，

望老师见谅我知识的浅薄。 

这次课程，以授课形式上，对我的冲击也很

大，“体验式”的授课形式和结果无对错的方式，

对于 40 年受对错教育的我，新鲜之余还有几分

忐忑，细细反思忐忑的原因，应该是大多数中国

式教育的人都存在的通性，在中国式教育体系中，

从小接受了“标准答案”的评判，已成为习惯。

而要对体验式的自身感悟答案的接受，是要重新

培养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接受程度我用一

个“正态分布”来加以描述，3：8：16：46：16：

8：3，从不能接受到完全接受的进程比例，中间

的 46 部分是想接受但不知道怎样去接受的状态，

我自己就在这一层面，因为我接受的 5W1H 的教

育模式太久了，要推翻它会让我惶恐，所以如果

课程能找到一个“中国式的灌输模式”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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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间的契合点，对大陆受众来讲效果会更好。 

最后，想分享一句摘自《大英百科全书》的

话：一再重复做相同的事，却妄想有完全不同的

结果出现。这是对“精神病人”定义的新解。引

用到我们对孩子的教养模式里来，那就是如果你

意思到你接受的教育模式中有的不良因素存在，

而却不去改变自己改变你的教养的模式，利用所

学的顺天而行教育法去寻找更合适于你的孩子

的教养方法，却期望你的子女成为怎样怎样出色

于你的人，那简直就和“精神病人”没什么两样。 

顺天而行，寻找更合适我孩子的教养法，才

是我所学的最好的教养方法。 

 

注：5W1H：时（When）、地（Where）、人（Who）、

事（What）、原因（Why）、怎样做（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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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对方去猜測和琢磨 
学员：美娟 2013-7-28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沉默寡言的人，一直以来

我认为有一个爱我的老公和两个可爱的儿子我

已经很满足了。 

自从读了顺天而行这个课程让我明白了，为

什么老公虽然很爱我但我俩却越来越少言，没什

么可说的，他好像离我越来越远，其实不管是多

好多相爱的爱人和亲人，都是需要沟通和表达彼

此内心的想法，而不是让对方去猜測和琢磨，就

算再爱你的人也会有感到厌倦与疲劳的一天，这

让我尽早的发现了我的不足和无知，有效的预防

了我婚姻触礁的可能性。 

对于两个儿子，我也是很少与其沟通和共同

玩耍，常常都是指责和批评，对于鼓励与奖赏就

更少之又少了，哪怕是带他们出去玩也是“他在

玩，我在等”的心态，通过最近自己的改变尝试

去换位思考和设身处地的同他们打成一片，也让

我发现了他们更多的优点和可爱之处，他们变得

更乖巧更听话。 

非常感谢老公给我一次这么好的机会，让我

更好更快的认识了自己和怎么对待他人，也感谢

老师对我们的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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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 

学员：焦国会 （12 岁和 7 岁男孩的妈妈） 

 

1.我期望要怎样的一个孩子? 

我期望我孩子身心灵健康的成长,长大后成为独

立,有责任心的人. 

 

2.我要怎样去实现这些期望呢? 

培养好的行为和习惯。在他们的成长中不断遇到

新的问题,不了解孩子的发育阶段,扼杀了孩子

很多孩子很多成长习惯,在上完顺天而行的课程

后，我有了新的认识和实践其中的方法，孩子很

开心,学习进步了, 

 

 

3.如何接近孩子 

1、讲故事 

2、唱歌 

3、画画 

4、做手工 

这 4 种方法在生活中是最容易接近孩子的，而且

大家都会很开心的哦！ 

 

 

4.孩子的成长阶段 

0-1岁需要信任，给孩子安全感 

2-3岁自主，自控能力，给孩子自己去做一些决

定，不要压制他的自主成长 

4-5岁主动，会主动跟周边的人打招呼，主动去

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多给孩子一下空间 

6-12岁勤奋，给他空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父母不要嫌麻烦或者担心他做不好 

12-21岁独立自我肯定。这点我用在我女儿身上

效果非常好哦！信任她肯定她欣赏她，对她成长

学习都很大帮助。 

 

 

5.正视婚姻与孩子的成长这道菜让我品尝到：家

庭的和谐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 

检视到平时跟老公相处的问题，知道问题出在哪

里，接下来就认真的去改变自己的行为，照顾好

老公孩子在生活中我应该做得更好一些，体谅，

换位思考，感恩老公一直对我的包容，感恩顺天

而行让我了解到自己，了解孩子，亲近孩子， 

 
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加油！！ 

  

 



 

 

順天而行 
30 小時親子工作坊課後感 

(一)知識態度技巧的得著 

知识 

1. 四仔运用    * 

2. 6 项层次理解，看问题从下至

上，解决问题从上至下  

**** 

3. 身心灵健康  ** 

4. 快，靓，正  * 

5. 关注自己，善待自己 

 * 

6. 肯定赞扬孩子的方法 

 * 

7. 活在问题当中  * 

8. 孩子的习性，问题，可以从

父母找到源头  ** 

9. 我要负责任  * 

10. 我们受阶段，个人，社会文

化影响  **** 

11. 认识本我  * 

12. 正向引导（称赞）比批评更

有效  * 

13. 从 6 个层次诊断小孩问题，

对症下药，有效沟通 

 ** 

14. 把自己放入孩子那个年龄，

认清孩子想什么，反省自己 

 * 

 

 

技巧 

1. 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 

2. 陪伴，互动，反应 

3. 别把自己复印到孩子身上 

4. 赞美孩子  ** 

5. 爱要大声说出来 

6. 建立关系，学习做小孩子 

7. 不说教，以身作则  ** 

8. 四个接近孩子的方法 

 ** 

9. 爱要表达出来，让孩子接收

到 

10. 父母一样重要，不可缺少 

11. 源头在我 

12. 找到根源，切断坏的影印 

13. 和孩子一起玩  ** 

14. 夸奖要具体  ** 

15. 给孩子正确的指导 

 

态度 

1. 用心聆听 

2. 用心爱 

3. 放低自己，与孩子互动 

4. 要身心灵健康  ** 

5. 关于孩子，你是设计和规划

师 

6. 反省自己  ** 

7. 建立联系 

8. 感恩 

9. 放手让孩子做自己 

10. 坚持 

11. 自我完善 

12. 体验世界，关注世界 

13. 用心，负责 

14. 主动积极 

15. 跟孩子一起玩 

16. 用心去赞美 

17. 讲自己放在小孩的高度看世

界  ** 

18. 尊重个体，他是他自己 

19. 父母的角色无可替代 

20. 做好自己，再去教育孩子 

21. 让孩子有自己的身份，坚定

自己的立场。成为自己想成

为的人 

22. 你坚信你的孩子是天使，他

就是 

23. 不要吝啬把对孩子的爱说出

来 

24. 多陪伴孩子 

25. 理解孩子的感受 

 

 

(二) 家長教養上的困難 

身份 

1. 青春期的相处。 

2. 如 何 能 让 孩 子 放 宽 心

态？ 

3. 自己离婚，怎样令父母生

活，在周围亲戚更舒服？

去面对。（？） 

4. 早恋如何引导？ 

5. 不知道怎样和儿子沟通，

怎样说，他能听进去？ 

6. 12 岁的女儿经常与妈妈

斗嘴，讲自己好。 

7. 12 岁和 8 岁的孩子，吃饭

老是要大人催促。 

8. 12 岁和 8 岁的孩子，总是

找理由，做事讲条件。 

9. 如何降低离婚对孩子的

影响？ 

 

信念 

1. 明知自己做错事，不认账，

“不是我”成为口头语。 

2. 如何好好学习？今年上

小学一年级。培养心灵健

康的小孩。 

3. 什么东西都是他自己的，

所有人都要爱他。 

4. 不理解父母是为他好，在

为他操心。 

5. 老公总是不认同我的教

育方法，例如，扭计时，

我不理她，他总是做好人。 

6. 兴趣一到，不管是否脏，

乱抛玩具到地上，展示自

己的才华？ 

7. 女儿有叛逆的行为，怎么

沟通？ 

8. 学习态度不端正。 



 

 

9. 学习方面不努力，欠缺耐

心，认为个人可以，无需

父母指导，监督。 

10. 不想因为父母的关系，影

响孩子健康成长。 

11. 如何引导孩子，和孩子成

为朋友？ 

 

能力 

1. 有效开发 3 岁前的潜能。 

2. 常常夜睡，夜归。 

3. 高效的学习。 

4. 怎样了解小朋友不在身

边时发生的事？ 

5. 如何教小朋友交朋友？ 

6. 心不在焉，不懂思考学习

上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

法。 

7. 学习动力不足，如何让他

学会感恩？发挥潜能。 

8. 不懂自立，依赖性强，不

爱做家务，洗衣服。 

 

行为 

1. 1.女儿很硬颈，要做的事

不肯妥协。 

2. 不听话。 

3. 讲大话。 

4. 上学不准时。 

5. 女儿主观性强，对弟弟有

点凶。 

6. 不愿早睡，早上起不了床。
  ** 

7. 儿子胆子较小，很乖巧。 

8. 沉迷游戏，怎么引导？ 

9. 如何让小朋友坚持练习

吉他？ 

10. 明知不正确的饮食习惯

还是任意妄为。 

11. 喜欢大叫。 

12. 喜欢玩电子游戏，不能控

制自己。 

13. 叫他睡觉，他不睡。 

14. 叫他不可以玩游戏超过

20 分钟，老不听。 

15. 脾气不好。 

16. 小朋友做事不专心。 

 *** 

17. 儿子注意力不集中，易烦

躁，不知道怎样引导？ 

18. 儿子太挑食，肥胖控制不

住。 

19. 女儿胆小爱哭。 

20. 怎 样 令 她 不 打 手 机 游

戏？ 

21. 晚上睡觉磨牙。 

22. 早上不喜欢洗脸，草草了

事。 

23. 最怕迟到。 

24. 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叛逆，

不乖乖吃饭。 

25. 经常做些无谓的事情，不

认真工作，生活，到处跑，

不听话。 

26. 动手能力，自理能力差。 

27. 喜欢呆在家里，不愿意出

去，宅男，参加群体活动

少。 

28. 情绪波动，有时非常懂事，

有时会吵闹。 

29. 女儿好动，经常分神，比

较难专注一件事。 

30. 不听话，只顾做自己的事。 

31. 不爱吃饭。 

32. 懒。 

33. 不主动。 

34. 夫妻意见不同怎么办？ 

35. 孩子没自信，怎么办？ 

 

处境 

1.跟爸爸在一起时显得懂事,乖

巧；见到妈妈就撒娇，甚至有点

无理取闹。 

2.在妈妈面前喜欢哭。 

3.娇气，胆小，女生气重爱哭。 

4.子女有太多她不知道的事。 

5.太粘妈妈 

6.不听妈妈的话。 

7.女儿不肯讲尿尿，爱在家赖尿，

出外就很少赖，她喜欢赖尿后玩

水。 

 

 

(三)重拾孩童創造的體驗 

(做手工、画画时的感受) 

1. 放松，取回童真 

 *** 

2. 宁静，专注 

3. 宽容 

4. 快乐 

5. 撒娇 

6. 充实 

7. 融入孩子的世界 

8. 主动，承担 

9. 轻松 

10. 有压力 

11. 着急，不耐烦 

12. 在小孩和大人的状态来

回摇摆 

  



 

 

.

 

(四)課堂感受 

帶來學員豐富的感受，歡喜，有愛又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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