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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父母的觉醒：爱的觉醒

■蓝莓兔子

很少有一本书， 能让我读得如此
缓慢而艰难。 之所以如此， 并非不喜
欢， 而是在阅读过程中， 仿佛经历了
一次漫长的思想洗礼与重塑， 其间不
断地怀疑、 否定、 思考、 自省， 并重
新与孩子建立起成熟的亲子关系。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他渐渐不
再是我们怀里那个香甜柔软、 笑起来
像花朵一样美丽的小婴儿， 也不再是
那个整天缠在我们身边、 充满各式疑
问的可爱小屁孩儿。 他慢慢拥有了自
己的性格和气质， 他开始独立地思
考， 渴望安排自己的生活。 对于父母
而言， 这可能是一段相当可怕的时
期， 他们用与幼儿相处的经验告诉自
己： 孩子是自己的， 孩子的思想、 爱
好和未来都需要由自己去考虑和安
排。 沉溺在甜蜜梦境中的他们， 一心
想要掌控孩子的人生。 他们用忘我的
牺牲与付出， 期盼着孩子能继承自己
所有的成功与辉煌； 他们毅然忘记自
己在成长中所经历的伤痛和失败， 却
坚信孩子可以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实
现自己未完成的梦想。

我知道包括我在内的无数父母，
都曾经或者正处于这种状态中。 而这
种想要主宰并控制孩子生活的思想倾
向带给我们的， 往往并不是孩子的成
功与荣耀。 恰恰相反， 它更可能导致
我们与孩子间持续的痛苦对抗， 或是
孩子表面平顺接受、 内心渐行渐远的
可悲现实。 身为父母， 我们常在教育
过程中感受到深深的无奈。 即使你并
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即使你对孩子
的要求“只不过 ” 、 “如此而已”
（请注意， 这里的“只不过” 和“如
此而已”， 其实也仅是站在父母的立
场， 而非孩子的心声）， 你仍会为自
己不得不一再重申某件事情， 而孩子
却一次又一次不小心触犯而懊恼不
已。 你真的不能理解， 为什么对其他
孩子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 自己的孩
子做起来却是那样艰难？ 改掉粗心、
邋遢、 没有礼貌的坏习惯， 真的有那
么难吗？ 做一个认真细致、 干净整
洁、 懂得微笑问候的孩子， 真的有那
么难吗？ 每天准备好要带去学校的物
品真的有那么难吗？

面对这一系列疑问， 我们更应静
心思考的问题或许是： 为什么我们的
期望总是高于孩子的实际？ 我们是否
就如 《渔夫和金鱼》 中的老太婆， 永
远不懂得满足， 总是将更高的期望不
断地压到孩子身上？ 我们的内心是否
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自负感和所谓的责
任感， 认为我们应该去主导孩子的生
活？ 当我们以爱之名， 为孩子安排应
学的课程时， 是否真正考虑了他们的
爱好与能力？ 我们是否希望孩子不仅
仅继承和遗传自己所长， 同时还能弥
补自己的所有缺憾？ 我们是否能够在
快乐地欣赏孩子的优点时， 坦然地接
受他们的不足之处？ 我们是否尊重了
孩子享有自己生活的权利， 让他们能
够无拘无束地发展独一无二的自己？

大多数家长面对上述问题时， 都
会在沉默的反思后， 无奈地给出否定
答案。 这种内在的觉醒对我们来说如
此痛苦， 以至于我在阅读 《父母的觉
醒》 的过程中， 总是感受到书中提出
的种种观点， 如浪潮般拍打并撞击着
自己僵化的育儿理念， 带来冰冷而清
醒的刺痛感。 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
否定自己的错误， 努力找回迷失的自
我， 让自己忘记那些为孩子安排一

切、 而他也欣然接受的温馨回忆。 我
不得不告诉自己： 孩子在成长， 而我
们， 也必须重新塑造一种更加尊重孩
子个性、 克服自身焦虑的家庭关系。

是的， 我的孩子可能并不完美，
他也许运动能力差一些， 动手能力差
一些， 但是他的想象力是多么令人惊
叹啊！ 他脑海里总有各种奇思妙想：
他会画出一个自动进行垃圾分类并转
化成新鲜空气的垃圾处理机器人； 他
会在我工作忙碌时， 为我想象一个工
作消失机， 只要将待处理的工作放进
去， 它们就会消失不见； 他可以小脑
袋一转， 就写出一篇充满激情和想象
力的小作文， 令人惊叹不已……

正如书中所说， 孩子有权利做他
自己， 而不是通过取悦他人而获得认
可。 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是因
为虚荣心在作祟。 是的， 当我们在孩
子捧回奖状为他们大声喝彩的时候，
当我们在孩子成绩欠佳时将他与佼佼
者进行对比的时候， 当我们对孩子的
爱好一笑而过却对他们的小小错误吹
毛求疵的时候， 其实是在用世俗的价
值观去改变孩子的天性， 让他们相
信， 只有他们做到这些， 才是大人心
目中的乖孩子， 才有资格得到关爱，
却没有意识到： 我们正在这个以成
绩、 荣誉和物质衡量一切的世界中渐
渐迷失， 忽略了平凡也是一种美， 忘
记了每个孩子的平凡之下， 都掩藏着
他独有的不凡之处。

非常喜欢书中提到的那些和孩子
共同拥有的平凡时刻———

当我们双手紧握、 肌肤相触时/
当我们在宁静的早晨刚刚醒来时/当
我们一道在温暖的水中沐浴时/当我
们一起折叠充满馨香的干净衣物时/
当我们全家一起坐下吃饭时/当夕阳
西下时/当我们关灯享受安宁的月光
时/当我们手把手地教孩子写字时/当
我们充满兴奋地阅读一本新书时/当
我们品尝心爱的食物时/当我们欣赏
自然界的奇景时/当冬日的严寒袭来
时……

读到这一段时，有一种妙不可言的
感觉从心底渐渐升起。为什么我们不能
和孩子一起，去欣赏和分享这些平凡生
活中的美好瞬间？我们是否让孩子在名
目繁多的课外班，错过了感受自然和表
达情感的机会？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沿
途风景， 那些稍纵即逝的快乐点滴，又
会带着怎样的遗憾从我们的生活中迅
速退去？

在我看来， 书名中“觉醒” 二字
用得极好， 既贴切又当之无愧。 作为
父母， 我们都需要觉醒， 觉醒并不意
味着放弃对孩子的教育， 任其自由发
展， 而是通过对旧式教育的思索、 自
省与领悟， 有所改变， 给予孩子从容
发展的空间， 也使自己的育儿观更为
成熟， 比如， 关于对孩子抱有的期
望：

不要期望孩子对我们俯首帖耳，
但愿他们尊重我们；

不要期望孩子盲目跟从我们， 但
愿他们征询我们的意见；

不要期望孩子跟随我们的愿景，
但愿他们创造自己的蓝图；

不要期望孩子一定找到方向， 但
愿他们发现生活的意义；

不要期望孩子不经历任何苦痛，
但愿他们找到完善自我的途径；

不要期望孩子不遭遇任何失败，
但愿他们有勇气重头再来；

不要期望孩子永不伤害别人， 但
愿他们感悟慈悲、 求得原谅。

爱是一门必修课
学习做父母，学习做老师

■王艳芳

莫让孩子成为挂满父母愿望的树

为人父母， 我们都知道自己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也是终身的老
师。 但如何做个优秀的老师， 是一
门很深的学问。 身为独生子女的父
母， 我们要当孩子的终身教师， 并
且只有一次机会， 若教育不得法，
可不像农夫种庄稼， 收成不好还有
来年， 孩子的成长不可逆转。 诚如
洛克所言： “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
错误更不可轻犯。 教育上的错误正
和配错了药一样， 第一次弄错了，
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 它
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 而
有着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情结的父
母们对孩子往往有一种超值期待，
在不考虑孩子兴趣的情况下， 让他
们奔波于各种培训班， 把很多不切
实际的愿望一厢情愿地强加到孩子
身上， 让孩子成了一棵挂满大人愿
望的树。 还是让我们听听 《妈妈
课》 的作者智光大师的劝导———

“不要给孩子画地为牢” 吧。
在 《妈妈课》 中， 智光大师一

再告诫妈妈们， 一定要用平和的心
态看待孩子的成长。 他用大量的事
例告诉我们， 对孩子耳提面命不如
言传身教、 耳濡目染来得更为有
效， 而且妈妈们一定要修心， 这样
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 就像赏识教
育专家周弘说的那样， 一定要保持
上游水源地 （父母） 的清洁， 下游
的水质 （孩子） 才能清洁。 假如我
们安排孩子放学回家， 写完作业，
阅读一下课外书， 但布置完就去看
电视、 打麻将、 玩电脑， 孩子的执
行效果很可能不甚理想。 有句话
说： “想让孩子接受什么， 您就去
诱惑他； 想让孩子排斥什么， 您就
去强迫他。” 身教重于言教， 我们
想要让孩子喜欢读书， 最好先把自
己变成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正如作
者在书中所言， “以身作则， 才是
最成功的教育。”

驱走心中“乖孩子”的幻影

朋友的女儿源尘曾经创作了一
幅漫画 《兔子老师的爱好》， 获得
第六届“回澜杯” 全国中小学漫画
竞赛二等奖。 画的主题是： 老师是
长耳朵的兔子， 所以要把猴子、
猪、 老鼠， 全部教育成兔子， 全都
揪出了长耳朵。 这画出自一个孩子
之手， 令人震撼！ 在如此聪慧的孩
子眼里， 有些老师和家长就像这位
兔子老师， “千辛万苦” 把不同个
性的孩子全都培育成了“乖乖兔”。

扪心自问， 我有没有在培育
“乖孩子”？ 作为母亲， 作为教师，
我心里确实有一个乖孩子的幻影，
我希望自己的儿子是最优秀的。 儿
子很争气， 他的组织能力和责任心
都很强， 艺术才能又很突出， 中考
时成绩优异， 进了重点高中的实验
班。 各个城市的尖子生凑在一起，
儿子的成绩尚可， 但并不如我期待

中那般理想， 我开始心急、 焦虑，
要求他少打篮球， 要专心学习， 争
取名列前茅。 儿子阳光般的笑脸上
有阴影掠过， 我也跟着不开心了。

《妈妈课》 中， “为孩子能独
立自主鼓掌” 和“给孩子犯错的机
会” 这些章节， 使我认真反思了自
己在亲子沟通中的做法， 我发现自
己不够智慧， 没有对男孩和女孩的
生理、 心理差异给予足够关注， 高
中时的男生荷尔蒙分泌旺盛， 需要
通过打篮球、 踢足球等高强度运动
加耗， 这样才能保证他们有充足的
精力来学习。

作为老师， 我希望学生上课都
能安静地听讲，不做小动作，不看课
外书。可是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孩子
小，坐不住，小嘴巴也闲不住，于是
我给孩子更多的条条框框来压制他
们， 强制孩子朝着自己所谓好的方
向前行，虽举步维艰，却不肯放松要
求。 孩子累，自己更累！

《妈妈课》 是一本给父母的书，
在我看来， 也是给教师的书， 因
为， 爱需要智慧， 需要学习。 我开
始反思自己对学生的刻板要求， 反
思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反思是
否应该将“乖孩子” 从自己的词典
中删去……

蓦地想起瑞典的童话外婆阿斯
特丽德·林格伦笔下那个著名的童
话形象———长袜子皮皮———一个典
型的“不乖的孩子”。 她长大的理想
是成为一个海盗，她古灵精怪、特立
独行，不爱上学，敢和警察开玩笑，
甚至还会为了拯救男生去打架，和
蟒蛇搏斗。

林格伦的故事启示我们： 尊重
童心、 呵护童真， 才是对孩子的真
爱。 我们要放弃自己心目中“乖孩
子 ” 的幻影 ， 发现每个孩子的
“好”， 帮助他们找到认知世界最有
效的途径， 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和速度来学习， 使孩子从小到大都
能拥有自信和勇气， 不断地去选
择、 尝试、 应对和改变， 并且由此
发展出属于他自己的智慧， 最终做
自己生活的主人。

我们大人需要给孩子犯错、 淘
气和尝试的机会， 让他们在犯错、
改错中收获心灵的成长。 像智光大
师说的那样“教育孩子学会在争吵
中交朋友”， 孩子间有了矛盾， 就

放手让他们自己去面对， 去解决， 教
师和家长不要插手， 千万不要培育
“乖乖兔”！ 每完成一件事， 都可以为
孩子总结评价一下， 这样， 孩子既能
从表扬中得到肯定， 又能在批评中找
到改进的方向。 好习惯的养成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 如果刚坚持了几天， 就
想见成效， 那是大人们太急躁了。 我
们应该记住， 教育是慢的艺术。

给孩子的爱因时而异

中国城市的小学校门口这样的情
景屡见不鲜： 早晨替孩子背着书包的
家长， 晚上在校门口排队等候的大人
们， 看着自己的孩子就很满足， 接过
孩子的书包背在肩上， 旁边的孩子乐
得悠闲地甩着胳膊。 要是老师批评了
孩子， 就说老师不对； 天气稍有变
化， 医院儿科门诊便门庭若市； 升旗
仪式上， 有的孩子因为站的时间长一
点， 就脸色苍白， 站立不稳， 被送回
教室休息； 体育课上刚跑两圈， 有的
孩子就喘个不停……

想想很多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中， 是不是常常为孩子们“包干”
呢？ 很多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 家长
都想代劳。 在不满地抱怨自己养育了
一代“小皇帝” 时， 家长们有没有想
过是谁缔造了这些“小皇帝”？ 孩子
们娇生惯养的毛病是天生的吗？

《妈妈课》 告诉我们， 培养孩子
独立自主的能力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好
的礼物。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但绝不
是温室里的花朵。 他们需要我们放
手， 需要经风沐雨， 在广阔的天地里
磨炼自己。

如果大人是一座山， 那么孩子永
远是山脚下的一棵小草， 如果大人一
直张着有力温暖的翅膀， 那么孩子永
远是翅膀下飞不动也不想飞的小雏
鸟。 孩子需要成人的呵护与爱， 但什
么才是成长所需要的真正的爱呢？

智光大师告诉我们给予孩子的爱
是因时而异的。幼儿期需要的是无私的
爱，青春期需要守护的爱，成年后则需
要冷静的爱。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在第一阶段都给予了孩子最无私的爱。
但在第二、 第三阶段就可能会溺爱、错
爱，甚至以爱之名做出非爱的事。

我特别喜欢网友“纽约疯妈
Jenny” 的一篇文章———《父母的有
效限期》， 她说父母和食物一样都是

有“有效期限” 的。 孩子在小的时
候， 父母对他们来说是万能的， 是可
以完全依靠的， 这是父母对孩子教育
的黄金时期。等孩子进入青少年时期，
父母的“有效期限”就快到了，该说的，
该教的， 该做的， 都应该在此之前完
成，此时是验收的季节，当如智光大师
所言给予守护的爱和冷静的爱。 孩子
大了，成年了，有思想了，父母的爱要
有所节制， 要学会默默守护， 学会冷
静，而不宜对孩子过多干涉，随着青春
逆反期的到来，如果教育不得法，妈妈
的家长权威就面临挑战。 在妈妈强调
相关问题时， 孩子可能会表现得特别
不耐烦，妈妈含辛茹苦，孩子却我行我
素，妈妈只余无奈和痛苦。这让我想起
了教育专家研究的一个结论： 孩子在
10岁以前是对父母的崇拜期，10岁到
20岁之间是对父母的轻视期，20岁以
后才逐渐了解父母，直到50岁以后才
真正理解父母。

曾读到这样一个故事： 上帝召开
一个会议， 了解自从赐给了动物们翅
膀后， 他们是如何使用的。 鹰说：

“我用翅膀在天空中飞翔，一切猎物都
逃不过我的眼睛，因此生活无忧。 ”鸵
鸟说：“我用双腿在荒漠里奔跑， 翅膀
从未派过用场，它背负在我身上，已成
了沉重的负担。”企鹅说：“我已经把翅
膀变作了鳍，它使我和鱼一样，能够在
海洋的深处自由来往。 ”

上帝忽然发现还坐着一个人， 便
好奇地问： “你没有翅膀， 来这儿干
啥？” 人说： “上帝啊， 虽然你没有
赐予我翅膀， 但是我的灵魂却可以飞
翔， 它带着我飞翔到任何脚步不能到
达的地方……”

亲子之爱是一门课， 修好这门
课， 便获得了在教育天空自由飞翔的
翅膀。
（作者系山东威海市塔山小学教师）

态度

把大人、小孩和书，用爱串联在一起
■柯倩华

我认识袁晓峰老师只不过是在
几个月前， 在一个工作场合， 相聚
了几天。 我们真正深入地谈话， 精
确地说， 只有两个小时。 然而， 她
在两小时中散发的热情和巨大的能
量， 以及她所分享的丰富多元的阅
读推广经验， 令人赞叹不已。 面对
那么专注、 认真、 兴高采烈、 滔滔
不绝的“讲者”， 我身为听众， 觉
得很享受。 当时有一对外国老夫妻
坐在我们旁边， 他们一定觉得奇
怪。 究竟， 我们， 或者应该说，她，
怎么有这么多话可说呢？

因为爱吧， 我想。 她是真的很

爱读书， 尤其是图画书。 她也爱小
孩， 爱看到小孩快乐地读书。 于
是， 她多年来想方设法把大人、 小
孩和书， 用爱串联在一起。 她大量
地阅读， 参加各式各样的阅读推广
活动， 分享她的理念、 知识、 经验
和做法， 积极地播撒阅读的种子，
也传递她的热情和快乐。 她希望大
家都能跟她一样爱图画书， 爱孩
子， 爱上快乐阅读的人生。 她不停
地说， 不断地做， 乐此不疲。 这份
心意， 在 《塞满故事的幸福童年》
这本书里随处可见。 读这本书， 对
我而言， 就像是延续那段意犹未尽
的谈话， 只是我从听众变成读者，
也从独乐乐变成众乐乐。

“快乐”在这本书里是不断被提醒
的重要概念，此外，还有许多频频出现
的关键词， 例如“幸福”、“梦想”、“想
象”、“创意”、“幽默”等，都反映出作者
对于儿童与书籍的理念。她在书中说：
“读童书能让我们更理解孩子，能让我
们向孩子学习。 ”可见，所谓爱也包含
着理解。爱小孩，故能谦虚地理解小孩
的特点；爱书，要学习如何深入欣赏书
的内涵与美感。书与人的关系，友善而
美好。 书中介绍了许多不同主题的童
书，包括情绪、人际关系、生命教育、艺
术等， 有故事类也有非故事类（知识
类），并说明了推荐的理由：是否符合
儿童观点、具有幽默趣味、扩展视野、
感动心灵等， 为在茫茫书海中挑选童

书的成人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意见。 正
确的选择，在建立小孩与书的关系中，
无疑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书里也
分享了许多阅读方式， 提醒读者不仅
读，还要细读、精读，以及倾听、观察和
思考，绝不轻视小孩与童书。

什么是幸福的童年？ 或许每个人
的想法不尽相同， 但我们几乎可以确
定， 不快乐的大人， 无法教养出快乐
的小孩。 就像难以从读书中获得乐趣
的大人， 也很难使孩子相信读书可以
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所以， 真正从心
里喜爱童书并享受与小孩共读的乐
趣， 将有助于创造幸福的童年。

(作者系台湾儿童文学评论家、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顾问)

冬之主题：

爱的智慧
编者按 冬天的脚步近了，这个季节，适合捧读一部温暖的书，在字里行间，感受迥异于冬季的温度。 本期，我们聚焦一个温暖的主题：书里的亲子之爱。
怎样爱孩子？ 给孩子什么样的爱？ 这并不是一道简单的题目。 对教师而言，爱同样是一个需要不断实践、深入研究的课题。 有人说，遇见孩子就遇见了爱。

但当孩子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时，也常常使教育者怀疑孩子、怀疑自己，甚至怀疑对孩子的爱。走出焦虑，回归平静，让我们去书里寻找智慧，在书外体察感悟，学
好爱孩子这门必修课。

【韩】 李顺炯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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