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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主张

靠拾荒将儿子从囚犯培养成大学生
■李保
8月5日， 湖南 省 安 化 县 敷 溪
乡的李跃明老人捧着一封来自贵州
农业大学的喜报喜出望外， 他的儿
子李梅生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
并获得一等奖学金。
李梅生自幼丧母， 高中毕业那
年， 为尽快还清父亲患肾结石欠下
的债务， 不得不放弃大学梦回家务
农。 2008年5月，李梅生认识了邻村
姑娘小芳，两人决定10月结婚。 女
方要求李家送8000元彩礼，李梅生
找遍亲戚却只筹集了一半， 于是先
后盗窃了他人钱包以及乡里的电缆
设备和耕牛， 并于婚前一晚到邻村
小店抢劫了1000元。 结婚当天李梅
生就被捕， 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押
送到岳阳建新农场服刑改造。 新娘
小芳经受不住打击， 丈夫判刑入狱
后便带着嫁妆远走高飞了。
儿子入狱， 李跃明又气愤又担
心。 去探监一次往返要150多元路
费，他上山挖野百合、沙参、柴胡等
山药卖到附近的小药店， 又到海拔
700多米的大尧山去挑木板， 抱病
劳碌了一个月，才终于凑足了路费。
谁知刚到岳阳火车站， 李跃明
便发现身上的钱不翼而飞。 无奈之
下， 他只好顶着寒风， 沿着坑坑洼
洼的小路走向30多公里以外的建
新农场。 途中还不幸摔进一米多深
的泥坑里， 当他挣扎着从泥坑里站
起来时， 双眼一黑 ， 又 倒 在 泥 坑
里， 不知过了多久才苏醒过来……
当李跃明破履衫烂、 满身泥水
地到达农场时， 李梅生竟半天没有

认出父亲。 羞愧难当的李梅生“扑
通” 一声跪在父亲面前， 听完父亲
途中的遭遇， 他泣不成声， 连抽自
己几个耳光， 发誓重新做人， 为了
父亲， 也为了自己。 夜半时分， 李
梅生借着月光写了改造决心书。 从
此， 李梅生不再心灰意冷， 不再像
刚入狱那样常与牢友打架， 甚至顶
撞管教干部。 除了劳动改造， 他闲
下来就参加狱中组织的各种学习活
动， 决定上电大学习农科知识， 出
狱后靠知识脱贫致富。
可是单靠家里两亩薄田的收
入，怎能供儿子上大学呢?李跃明托
县城一个亲戚找到一份守大门的工
作，深表同情的单位领导给他包吃包
住和700元月薪，然而手脚迟钝的他
追不上偷盗财物的小偷， 被辞退了。
李跃明只好拄着竹拐踏上了拾荒的
路途。 一斤废纸能卖0.5元钱。 一路
上，他吃残羹剩饭，睡马路工棚，受尽
路人冷眼，困苦之状难以言表。
2012年12月的一天傍晚，李跃
明走到湖南娄底附近的一条小山路
时，不小心跌进路旁的烂泥沟里，摔
伤了腿，滚了一身泥，未来得及整理
的废品散落到沟里。他忍着疼痛，在
冰冷的泥水中拼命地摸索， 足足抓
了半个钟头， 才把大部分废品重新
捡回。 这时李跃明的双腿像灌了铅
似的沉重， 患有肾结石的腰部一阵
绞痛， 倒在地上昏迷过去……直到
晚上， 一个捡破烂的老汉看见满身
淤泥、 气息微弱的李跃明躺在泥水
旁， 才赶忙将他背至自己简陋的工
棚， 给他换上干衣服并喂下消炎止
痛药，李跃明才缓缓地苏醒过来。老

汉得知他的情况后， 感动得流下了眼
泪，好心地劝道：“老哥啊，你可不能这
样拼命啊，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谁为
你儿子挣学费！ ”可第二天，感觉身体
稍微恢复一点后， 李跃明又背着袋子
拾荒去了。
每个月， 李跃明把拾荒换来的钱
从邮局汇往农场， 但从未告诉儿子拾
荒的事。 每次收到老父亲寄来的钱，
李梅生都要掉一次泪。 他更加努力地
学习， 囚室里晚上9点半熄灯， 他就
到厕所去看书， 在臭气中一呆就是几
个小时。 日积一日， 他硬是在厕所里
写下了几本厚厚的笔记。
李跃明整日在外劳碌奔波， 身体
日益虚弱， 但他的关爱犹如春天的甘
露， 滋润了儿子干涸的心田。 终于，
在2012年农场举办的农业科技知识
大赛中， 李梅生荣获一等奖， 被评为
劳动积极改造分子， 荣立二等功， 年
底得到减刑一年的奖励。 得知儿子减
刑， 李跃明欣喜不已。
2014年2月， 李梅生提前拿到了
大专文凭。 捧着老父用血泪铸就的大
红文凭，他禁不住泪如泉涌。李梅生暗
暗发誓， 出狱后一定要给老父一个全
新的儿子， 给父老乡亲一个惊喜。 为
此，他瞄准了新的起点：参加高考，继
续深造，做一名真正的大学生！在监狱
领导的帮助下， 他用老父拾荒换来的
钱买齐了复习资料。 4个多月的时间
里，他除了和狱友们一起出工外，其余
时间全泡在书本里。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4年6月李梅生被特批参加高考，
并如愿以偿考上了贵州农业大学。 8
月10日，李梅生刑满释放，回家不久
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三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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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供儿子上大学， 李跃明卖掉
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李梅生入学
后更是省吃俭用， 每天将花销控制在
10元钱以内。 为赚取生活费， 进大
学不久， 李梅生开始兼职送桶装水，
一桶水从一楼搬到六楼能赚两元钱，
最多时他一天送100多桶。 他还坚持
做家教、 发传单、 擦玻璃等各种兼

职， 并刻苦学习， 不仅每次考试成绩
都名列前茅， 还获得“三好学生”、
“优秀贫困大学生” 等荣誉， 获得了
学校的一等奖学金奖励。
李跃明靠拾荒为生， 把入狱改造
的儿子培养成了大学生， 用感人肺腑
的父爱唤回了儿子做人的自尊。
（作者单位： 湖南省益阳市政协）

是咱自己做饭，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哪
能与我的想法一样呢？ ”
看着儿子说话带着理解别人的神
情，我感觉到儿子的确长大了。我趁机
向他讲一些道理。
“以后你做任何工作，要学会制定
多种方案， 避免一种方案行不通造成
被动，这样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
后来， 儿子每天都制定自己的早
点方案，我则选择性地执行，儿子每天
都吃得很开心。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儿
子说：“从第一天到现在一共96天了，
爸爸按第一种方案执行了35次，按第
二种方案执行了31次，按第三种方案
执行了30次，也就是说，执行第一种
方案的可能性是35/96， 执行第二种
方案的可能性是31/96， 执行第三种
方案的可能性是30/96。 ”没想到儿子
把统计这一数学知识应用到了生活
中，我趁机问道：“前一段时间，你吃同
样的早点分别是多少次呢， 它们的可
能性又分别是多少呢？”儿子很快算出
了答案。
“你的统计标准与我让你统计的

标准一样吗？ ”
“不一样。 ”
“结果呢？ ”
“结果也不一样。 ”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
“统计标准不一样， 结果就不一
样。”
后来的一次家长会后， 班主任告
诉我：“我班举行各种活动时， 你儿子
都要制定两三种方案， 为活动的顺利
进行提供了保障，他当立头功。 ”
我暗暗为儿子高兴。 早点风波也
给了我一些启示：
家长要从日常小事中发现解决问
题的方法。 买早点， 从最初的一种方
案行不通， 到三种方案的可选性， 再
到儿子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应用到班级
活动中， 可以看出小事并不小， 只要
我们好好挖掘， 不仅对孩子的成长有
好处， 对尊重孩子在家中的主体地位

也是非常必要的。 家中的事情， 该让
孩子参与的就要给他参与的机会，
该让他选择的就要给他选择的权利，
我们做家长的要善于抓住机会及时
加以引导， 让孩子分清利弊， 避免
走向极端。
要鼓励孩子把学科知识与生活小
事紧密联系起来。 当孩子对买早点的
不同效果进行统计， 并由此推算出各
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时， 我因势利导
鼓励他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统计， 让他
体会到“统计标准不一样， 结果就不
一样”， 由此向他渗透辩证的思维方
式， 激发他的学习积极性。 其实， 学
科知识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小事当
中， 只要我们能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
睛， 去发现生活中隐藏的知识， 就能
够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
（作者单位：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
区徐庄镇明德小学）

师提醒家长， 可以通过兴趣班来发
现孩子的内在潜能， 但同时须谨记：
过犹不及。

来越喜欢主动回答问题， 还愿意上台
去做展示。 明明爸对于明明的变化非
常高兴， 感到孩子变得乐观自信了。
瑞瑞是个顽皮的孩子，在家里经常
不听从大人的管教，比如爷爷奶奶为了
纠正他晚睡晚起的坏毛病就操碎了心。
后来，瑞瑞跟着同学一起报了机器人兴
趣班。 在参加活动的那几天，他说老师
让大家每天早点睡觉，身边的同学每天
也会睡得很早，所以他也要改正晚睡的
毛病，开始按时睡觉了。 瑞瑞的父母表
示，没想到兴趣班还有帮助孩子改正不
良习惯的功效呢。

早点风波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
■宋允国

郑秀琴

家里每天买早点都是我去，一
般是儿子说吃什么我就照买什么。
前些天儿子要吃“雪里蕻”包子，恰
巧店里没有做这种包子， 我就自作
主张买了别的。 这下事情闹大了，
11岁的儿子不仅不吃早饭，还与我
大闹一场，无论我如何解释，他就是
不接受，理由是“为什么不打电话征
求一下我的意见，太不尊重我了”。
这下妻子也来气了：“你也没有
尊重你爸爸呀， 做什么样的包子也
不是你爸爸说了算的呀， 而且每天
都吃同样的食物， 也不利于身体成
长，干脆，以后你也别选了，买什么
就吃什么吧，越给你权利让你选，麻
烦越多。 ”
妻子的话正中我的下怀， 我觉
得也该整整这只“倔驴”了，不然他
真成了家中的小皇帝， 我这个一家
之长的位置岂不也要被他取 代 了
吗？
接下来的几天， 儿子遇到喜欢

的就多吃点，不可口的就少吃点，可
是笑声不多了， 与我们的交流也少
了，脸蛋儿也渐渐消瘦下来，我们看
在眼里，疼在心里。 怎么办？
最后还是儿子打破了僵局：“要
不以后我提供三样早点， 说明首先
选什么， 要是没有的话， 再选第二
样，第二样没有，就选第三样。 ”
“这样太好了！ ”我俩都非常赞
同：“第一套方案行不通， 就执行第
二种方案，第二种方案再不行，就执
行第三种方案， 这样三种方案都行
不通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样不仅
给我买早点带来了方便， 还可以缓
和一下家庭的紧张气氛， 而且为防
止儿子每天都吃同样的早点造成营
养不均衡，我也有了选择的权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家庭气氛
果然好了起来， 久违的欢乐又重新
回到了家中。 一天我趁儿子情绪很
好，说：“买早点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你能制定出三套方案来让爸 爸 执
行，爸爸要感谢你呢！ ”
“是呀，爸爸，人家卖早点，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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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兴趣可以培养出来吗
■实习生

左哲

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不上兴趣班
的， 家长们把孩子送进平时的课后班
和寒暑假的兴趣班， 希望从小挖掘孩
子的潜能， 培养孩子的多种兴趣。

家长：为什么给孩子报兴趣班
对于许多家长来说， 给孩子安排
一段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绝不是件容
易的事。 孩子放假家长还要上班， 很
难抽出大段时间陪伴孩子。 “我没有
那么多时间，” “我最近太累了， 真
没精力陪他玩儿了，” 这样的话恐怕
代表了许多家长的心声。 在理想与现
实的巨大反差下， 孩爸孩妈们开始遵
循“花多少钱办多少事” 的思路， 为
孩子们挑选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兴趣
班， 希望兴趣班老师可以代替自己陪
伴孩子， 为他们安排一系列有意义的
暑期活动。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的张老师发
现， 近年来家长们在为自己的孩子选
择兴趣班时开始变得谨慎， 同时更加
尊重孩子的意愿。 正如有的家长所说

的那样： “你不听他的， 他不认真
学， 既浪费时间， 又浪费金钱。” 基
于此种认识， 家长选择兴趣班前通
常会先带孩子去试听， 将选择的自
主权还给孩子， 让他们去判断自己
是否还有继续学习的欲望和乐趣。
换句话说， 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
只有孩子们自己选的， 他们才会更
爱学。
不知道孩 子 的 兴 趣 点 在 哪 儿 ，
是家长们为孩子选择兴趣班时面临
的一大难题。 有的家长表示： “我
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擅长什么，
就多给他报点， 看他喜欢什么再重
点培养吧。” “孩子自己也说不清
楚， 就让他在学习中不断发现， 这
样也能开发潜能。” 家长们说得头头
是道， 但兴趣班的老师们却提出了
不同的看法。 丰台少年宫教声乐的
李老师表示： “同时报几个班太不
理智了， 这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
家长的这种行为是在摧残孩子， 不
让孩子好好休息， 怎么可能有好的
效果呢？” “连学习一门课的精力都
没有了， 还开发什么潜能呢？” 李老

孩子：在兴趣班上能得到什么
小红的妈妈曾经非常担心孩子
的动手能力差， 于是给小红报了个
手工制作兴趣班。 参加了几次兴趣
班的活动后， 小红妈发现孩子的确
比以前爱动脑子了， 而且动手能力
明显增强了， 在家也总是自己动手
做折纸、 捏小泥人儿， 自信心也有
了。 以前觉得自己做不了的东西，
现在敢于尝试着去做了。 小红的妈
妈称赞孩子为“制作小能手”， 她认
为自己报兴趣班的初衷达到了。
明明是个 内 向 羞 涩 的 小 男 孩 ，
因为以前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曾被一
位严厉的老师批评过， 从此就变得
不爱说话， 做事情也开始没有自信
了。 因为他平时喜欢在家鼓捣树叶
画、 拆装玩具， 明明爸就把他送到
了机器人兴趣班。 出乎意料的是，
在这里明明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
而且还变得开朗乐观了。 课上他越

如何不沦为
孩子的仆人

专家：兴趣是人的潜在倾向性
在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首席
专家罗赢看来， 人们日常所说的兴趣
通常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层的
含义主要是指孩子喜好某件事情， 主
观上愿意去做； 而第二层含义则是指
儿童的潜质和潜力， 这是儿童天性中
本身具有的内在偏好。
罗赢说： “第一层含义的兴趣仅
能反映表象， 如果孩子属于融合性较
强的类型， 就非常容易对身边的事物

产生好奇， 其实并非关注兴趣班本身
的内容。 而第二层含义的兴趣代表的
是孩子真实的天性状态， 这才是孩子
与生俱来且不易改变的独特性。 因为
孩子具有不同的天性， 所以他们的兴
趣点会有所不同。 培养之前， 更重要
的是观察和了解。”
家长应该怎样去观察、了解孩子的
天性类型呢？ 罗赢说，不同的天性按照
—管家、才
心智类型可分为五大类——
子、谋略家、交际家、中庸家；按气质类
型，则对应分为服务型、领导型、执行
型、融合型、平和型五大类。每个人都有
与生俱来的独特天赋，比如有的孩子活
跃，开放度高；有的孩子害羞，是慢热型
的。“兴趣的发现、 培养与巩固的过程，
与孩子的气质类型关联度高， 而兴趣
的具体内容则是由心智类型决定的。”
家长绝不能用自己的喜好代替孩子的
兴趣， 只有充分了解孩子的心智类型
与气质类型， 才能客观准确地观察到
孩子真正的兴趣， 在顺应天性的前提
下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孩子的兴趣班，
鼓励孩子发挥自己的潜能，才能帮助孩
子成就最好的自己。

生活中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 有的孩子
因为家长没有买他喜欢的玩具汽车而不依不
饶， 有的孩子因为父母不买冰淇淋而满地打
滚，其实他们争取的不是玩具汽车和冰淇淋，
而是“我说了算”的权力感。
父母为什么会无底线地妥协， 一步步沦
为孩子的仆人呢？
以中国式育儿最重大的问题之一——
—吃
饭为例。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小区里遛娃的
家长们像参加农产品展销会， 谁家的孩子体
重更重一些，身高更高一些，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就骄傲得仿佛上了天了， 高兴地分享“饲
养”心得；而哪家的孩子如果身材瘦小，头发
稀黄， 脸蛋儿没有肥嘟嘟， 家长简直无地自
容，对别人的育儿经一边频频点头，一边记录
在心，转头回家就开始改革之路。
当父母每做一顿饭都需要煞费苦心，吃
饭过程中用心观察孩子吃得够不够多， 孩子
不好好吃饭时，要么求着吃、追着喂，要么检
讨自己的手艺不合孩子的胃口， 甚至马上下
厨重新按孩子的要求再做一餐……长此以
往，孩子就利用父母的内疚心和负罪感，成功
地让父母围着自己团团转， 于是出现了餐桌
上“中国的父母是奴仆，美国的父母是朋友，
韩国的父母是长辈”的现象。
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归属感和价值感。
孩子一旦从吃饭这件事上尝到权力的滋味和
支配所带来的快感，就会越来越上瘾，逐渐把
本属于自己的事情， 变成了家长的事情——
—
饭是为奶奶吃的，书是为妈妈读的，上兴趣班
是为爸爸上的，做作业是为老师做的。我经常
碰见一些夸夸其谈的少年， 目标很大却眼高
手低，内心其实非常空洞，就因为缺乏从自己
的努力和贡献中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的经
验，缺乏做一件事情的内在动机。
父母要避免成为孩子的仆人， 在给予孩
子爱和自由的同时，要为孩子设立界限。最重
要的就是： 绝对不要替孩子做他自己能够做
的事情。
有些家长往往因为无法忍受孩子小时候
扣扣子慢、 扫地不干净而出手代劳， 然后为
孩子考不上的学校交赞助费， 为孩子找工
作， 跑晋升， 拿着孩子的照片到公园里代替
相亲， 赚血汗钱为孩子买婚房， 最后再为孩
子带孙子……如果家长将孩子的人生全部替
代了， 他的孩子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价
值呢？ 因此， 看上去最心疼孩子的家长， 其
实是最残酷的。
无论孩子做事做得多慢、多笨拙、多傻、
多辛苦，遇到多少挫折，都让孩子亲自去做，
他才有机会通过对家庭做贡献而得到价值
感，才有付出努力取得成就的可能性，才有亲
自去“活”的经验和勇气。
还有就是， 不要把孩子塑造成家里的另
一个阶层， 不要为孩子做出与家庭条件反差
很大的支出， 比如自己省吃俭用却为孩子买
专门的餐具、全天然无化学成分的洗涤剂、独
有的有机蔬菜食品， 送孩子去一年学费十几
万的贵族学校， 为孩子买数千元一双的运动
鞋、 最新款的手机……让孩子与全家人同甘
共苦，比吃有机蔬菜更有利于他的健康。
最后，父母要警惕奉献牺牲的“圣母圣父
感”，因为孩子虚荣的消费观恰恰来自于父母
的奉献和牺牲——
—我让出自己的一份来成全
你， 全家人让出自己的幸福和权利去成全唯
一的孩子。
比如卖掉舒服的大房子去购买11万一平
方米的破旧学区房， 举家搬迁到另外的城市
只为了孩子要上某个学校， 放弃自己的事业
回家做全职妈妈……当父母愿意为孩子牺牲
到尘埃里的时候， 内心深处就很难不要求孩
子回报。即便父母无欲无求，但设想你也接受
了别人的诸多牺牲和奉献，你心安吗？你没有
责任和重压吗？ 你活得轻松吗？ ——
—我们为
什么要把孩子逼到这样的道德绝境呢？
坐飞机的安全说明中有一条： 当需要使
用氧气面罩的时候，请先戴好你自己的面罩，
再帮助孩子和别人。 可见， 只有先照顾好自
己，才能照顾好别人。日常生活没有空难那么
危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有足够的智
慧和方法，让每个家庭成员共同获得幸福。
在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 父母不能凌驾
于孩子之上，孩子也不能把父母当仆人。所有
不是通过自己努力而得到的价值感都是空虚
的，父母用任何方法妨碍孩子价值感的获得，
本质上都是自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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