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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三的第二学期，在浓重的
中考氛围裹挟下，大多数孩子的生活
都逐渐单调成了两点一线，从家到校，
从校到家。之前多彩而有意蕴的生活
都淡化成了朦胧的水墨背景，迎面的
只有火红的“拼搏”二字。

吊诡的是，你所失去的未必能够
平衡你所得到的。

前不久一次语文区统考，小作文
的题目是：《对北京颐和园的两条经典
游览线路择一予以说明》。事后想，这
题出得实在有水平：既检验了学生们
写说明性应用文的能力，同时还考察
了孩子们对位于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
的了解程度，暗合了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查考目的，且契合了家国之
爱的道德要求。十分的一道题目，考
得孩子们哀鸿遍野。白豆拼命回忆小
的时候我带她去颐和园时，为她讲述
的有关佛香阁、昆明湖等的简单知识，
本着“知道的多说，不知道的少说”的
原则，有详有略地勉强拼凑成文，结果
也还算令人满意。之后，白豆心有余
悸地说，幸亏考的是颐和园，要是考天
坛啥的，我就只能干瞪眼了。

寒假里，很多家长和孩子挤出时
间，在寒风凛冽的冬日，匆匆“学习”了
北京的几处世界文化遗产。

由此可见，语文成绩，反映的是积
累，无论课上课下。

书卷中，春光里，只要他们双眼微
睁，神情恬淡，心底的旋律或低回微
澜，或冲折跌宕，或辽远，甚或留白，他
们就是在感受，在吮吸，在学习，在成
长——以他们陌生却欢喜的方式。我
始终认为，让孩子们疏离这样的成长
方式，是他们一生的损失，无可挽回。
凡事都有时机，学习是这样，成长也
是。

只是，中考步步迫近了。
一天，白豆怅然若失地说：“妈妈，

我越来越发愁语文了。”
“语文？怎么会？这不是你最有

把握的科目吗？”
白豆解释道：“以前是啊，那是因

为我看的书多，去的地方也多，所以不
愁没有作文素材。可是现在，除了中考
要考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啥的，别的
书基本没时间碰，更别提出门了。以前
写作文的时候，觉得可写的素材很多，
顺手拈来，可是现在，首先发愁写什么，
脑子里空白一片。好容易编出个故事，
写起来又觉得很不顺手。”

我沉下心来想，当然是这样。孩
子的业余生活几乎没有，课外阅读也

几近压缩到零，失去了生活本身和文
字的滋养，再缺乏练习的机会，笔下文
字自然面目可憎，乏善可陈。

没有别的办法，找吧，将自身的周
边挖地三尺；将掠过眼眸的每一条信
息、每一缕风过筛过箩。从提炼生活
到提纯生活，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功力。

前不久，白豆患上了重感冒，一把
鼻涕一把泪，状态很是糟糕。我带她
去了离家最近的一家三甲医院。挂完
号，在儿科诊室门口候诊时，我与白豆
耳语：“奇怪啊，以前这间诊室的老大
夫看诊很快的，今天怎么这么慢？”

白豆也有同感：“好像不是以前那
个奶奶，换了个年轻的姐姐。”

“是吗？难怪。大概是刚毕业的
吧，业务还不很熟练。”我臆测。

终于轮到我们。果然，坐在桌旁
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医生，还没有脱去
大学里常见的理科女生的形象。只是
这位女医生一张口，我们便马上感受
到她的独特。

她先是礼貌地冲我点头，又友好
地示意白豆坐下。全没有之前老大夫
的权威却肃杀之气。

看她耐心地问诊，中途，有别的医
生请她过去临时处置一下病人，她一
边起身一边连声冲白豆道歉。倒弄得
习惯了被漠视的我们有几分不安。

诊室里一时只剩下我和白豆，办
公桌上，一根长钉子上已经扎了厚厚
的一摞挂号条，白豆见状，由衷地感
叹：“这个姐姐都看了这么多病人了？
真辛苦啊！”

我的眼睛四下环顾，电暖气旁边
的角落放着一只放了些杂志和病历的
纸箱子，上面竟卧着一只肥硕的白猫。

“一只猫！”白豆叫出了声。
睡梦正酣的猫被惊醒，懒懒地睁

眼看了看我们，随即又沉入梦乡。
白豆小声道：“医院里怎么会有

猫？”
我未及回答，白豆复自语：“看它

的毛色有些脏，是流浪猫吧？外面这
么冷，一定是医生姐姐好心收留了
它。”

这时，年轻的女医生匆匆回到了
诊室。问清了白豆的症状，开了几种
药，并细心交代了每一种药的用法用
量，最后还一再嘱咐要好好休息，多
喝水。

离开医院时，我问白豆：“今天
的所见所闻，能不能写篇作文呢？”

白豆立刻一副“於我心有戚戚
焉”的神气：“当然！猫的慵懒与医
生的勤勉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呢。更
何况——”白豆眼波流转，“那只猫
的毛色是白的，医生姐姐的工作服也
是白的！”

白豆立刻学会了将庸常的现实生
活进行升华。之后果然依据这一素材
写了篇作文，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一晚，正看电视。新闻里正在报
道台湾的一幢高层建筑发生因煤气泄
漏而引发的火灾。全楼的人安全疏散
到楼前的空地。画面上，消防人员攀
爬上楼面救火，被疏散的居民聚集在
一起交谈。我突发感慨：“如果不是
因为这场事故，这些住在高层建筑里
的许多人，恐怕一生也不会彼此说上
一句话。”我说完这话，白豆异乎寻
常地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之后很久，我才知道，我的一句
话竟深入到白豆的内心，她把这个场
景搬到了她的一篇作文里，在文中想
象出一个小男孩，这个孩子把疏散时
从家中带出的一瓶水慷慨地赠与了文

中的“我”——一个素昧平生、正焦
渴难耐的小姐姐。此举更令“我”深
刻感知人情之暖，人性之美。这篇作
文也博得了老师的赞赏。

又一晚，白豆写作业，我陪在一
旁看书。夜色深沉静谧。

忽然，楼下传来一阵呵斥声，随
后是孩子的哭闹声。谛听良久，我听
出是楼下住着的一位母亲在高声责骂
她的孩子，隐隐约约地，似乎还有捶
打的声音。那孩子年龄尚幼，哭得声
嘶力竭。

白豆目视我：“妈妈，我现在觉得我
真是幸运啊，没有碰上这样的父母。”

我说：“原来，失去理性的父母
竟是这样的丑陋。”

见白豆仍然沉浸在刚才的气氛
里，我不由得提醒道：“不早了，快
写作业吧。”

白豆神情郁郁，手托下巴，两眼
空蒙：“我要再感受一会儿，也许能写
篇作文，也许——”

提炼生活，升华生活，感知生活，
咀嚼生活——中考，依然没能迟滞白
豆成长的脚步，感谢生活！

（作者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生活单调何来作文素材
豆荚

中考札记

微言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
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说这话的刘备
注定没有好的后代。想把江山传给儿子的刘
备不知道，培养、教育后代，母亲是一个决
定性的关键人物。被丈夫当作衣服可以随时
更换的刘妻们，又怎会竭尽全力用情用爱来
培育他的后代呢？

一个随时都可能于落难之中遭遇丈夫抛
弃的女人，她的内心必然是惶恐不安的。自
己的日子都过得朝不保夕，又何来平静安详
的爱去关心、培养下一代？即便她不惶恐不
安，没有获得丈夫踏实的爱与尊严，她会发
自内心去爱这个男人并竭尽所能地为他培育
后代吗？更何况，这个后代只在先前一段日
子由亲娘抚养，后来养育他的都是些跟他一
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母亲们。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充斥着男性对女
性的不尊重与肆意妄为，男人的蛮狠与粗野
伤透了女人的心。这种伤心虽然没有从表面
上显现出来，却难免一直存在于女性的潜意
识里。对一个心中只有大业没有小家、眼中
根本不将妻子当一回事的男人来说，女人是
不会对其倾尽所有的。虽然在关键时刻，女
人会为这个男人去死，但这更多是出自于对
那个社会准则与要求的遵从、屈从与盲从。

一个不是由两性平等相爱而组建起来的
家庭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更何况在
这个家庭中女人根本没有任何地位，随时都
可以被丈夫替换掉。在这样的一种关系极其
不正常的家庭中的孩子又怎能生长为优秀的
下一代呢？

一个自认为大英雄并拥有三分之一天
下的男人，却因不能正确处理好最起码的
关系——夫妻关系而养了个扶不上墙的儿
子。阿斗这个败家子最终沦丧了父辈一生
出生入死、拼死拼活换来的广大疆土，这个
结局本身很有警示、讽刺意义。人生的完美
莫过于养育出自强自立有担当的子女，这一
切源于能够切实地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
处理好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因为夫妻关系是
一切关系的核心。

（作者单位：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外砂
蓬中华侨小学）

刘备注定
没有好儿子

谢月贤
孩子的业余

生活几乎没有，课
外阅读也几近压
缩到零，失去了生
活本身和文字的
滋养，笔下文字自
然面目可憎，乏善
可陈。

温馨

绘

微观

七岁的儿子聪明活泼，讨人喜欢，可脾
气很大，动不动就哭闹滚地皮，家人都称他

“泼猴”。我很苦恼，寻思着该想个法子“修
理修理”他。

这天，因为一点小事儿子又哭闹开了，
还在地上滚来滚去，哭骂不止。我心一横，
没有像以往那样哄他，赶紧拿来手机拍下他
的“泼猴”样，说再闹就上传到他的QQ空
间。没想到一向对他以“哄”为策略的老妈
会使出这个狠招，爱面子的他无奈收敛了一
些。

晚上临睡前，为了安抚他的情绪，我抚
摸着他的头说：“这么帅气聪明的男子汉，
要是不再乱发脾气胡闹该多好啊！”儿子委
屈地说：“我也不想发脾气的，可就是控制
不住嘛！”我看时机已到，趁机把准备好的

“情绪测控表”拿出来说：“这个不难，我已
经准备好了！”

儿子一听，顿时来了兴趣。于是，我跟
他详细介绍规则：这是一张按日期排序的检
测表，如果当天不发脾气，就画笑脸，坚持
达到 10 天会有一个小奖励；如果坚持一个
月不发脾气，会奖励一次由儿子指定的短途
旅游；如果哪天发脾气了，就画上一个麻花
脸，以当天不准看电视为惩罚；如果当月累
计有三次麻花脸，那么取消下个月的零食。
儿子听完后，对自己倒是蛮有信心的，当即
点头同意。

刚开始几天，儿子做得很好。可第五
天，儿子要我帮他买的画笔因我太忙而忘记
了买，他又哭闹起来。晚上，儿子扭捏着对
我说：“妈妈，我错了，以后 q 再也不发脾
气了，今天就给我画上个笑脸行吗？”看着
从不认错服软的儿子突然低声下气地求我，
我一时心软。但转念一想，如果妥协，那不
是前功尽弃了吗？于是我硬着心肠说：“不
行！说好的规则不能随意改变！”儿子看我
坚决，伸了伸舌头，没精打彩地走开了。

接下来几个月，儿子获得了八次小奖励，
两次小惩罚。最后一个月里，每天都是笑脸，
由此获得了一次去市水上乐园游玩的大奖。
最可喜的是，儿子现在变得心胸宽阔、乐观自
信，整天笑意盈盈的，全然没有了“泼猴”的影
子，老师同学都说他好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作者单位：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水鸣镇
大利初级中学）

情绪测控表
改掉儿子坏脾气

王东茂

青春期是人生第二个生长发育和
发展的高峰期、成长的新起点和转折
点，此时孩子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到学
业成绩，还会影响到他们人格形成和
身心健康。父母师长了解青春期，抓
住这个引导孩子正确应对身心变化、
促进身心发展的契机，会为孩子一生
的幸福打下基础。

充分接纳身体的变化，才
能轻松上路

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身体在悄
悄变化。身体的变化也带来和影响着
孩子们的心理和情绪变化。绝大部分
的男孩和女孩能坦然接受这些来自身
体的自然变化，可还有很多孩子对这
些感到惶恐和不安，进而引起心理和
行为的变化。

一天，女儿小学同学小颖 （化
名） 的妈妈焦虑地打电话给我，她想
让我帮她问问女儿的舞蹈老师，能不
能给小颖加一个跳舞的名额。说并不
想让女儿学得多么好，只要孩子能改
掉现在含胸佝偻腰的样子就行。听
完，我很纳闷，印象中小颖是一个非
常自信挺拔的女孩子呀。后来，周末
女儿邀请小颖来家里玩，这个我两年
不见的女孩长高了，但无论坐、站立
还是走跑，她都习惯性地会弓起背。

后来女儿悄悄告诉我，小颖因为
胸变得越来越大，感到特别不自在。
在学校，跑步时，因为乳房会随跑步
颤动，有同学在她后面指点笑话她。
我一下子明白了孩子含胸的原因。赶
紧和她妈妈沟通孩子的变化，她愧疚
地责备自己作为妈妈的粗心。她明白
了她要做的不是让孩子用学舞蹈来直
起腰，挺起胸，而是让她从心理上接
受自己的变化，告诉她身体的变化是
非常自然和正常的。

获得父母师长的尊重与信
任，才能独立上路

每次碰到同楼住的田大姐，她总
是会抱怨刚上初中的儿子越来越不听
她的建议和意见。一次大雪天，她让
儿子加件羽绒服，儿子偏就穿一件薄
毛衣和外套去上学，结果第二天就感
冒发烧了。我建议田大姐在孩子自己
的事情上，不妨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和
做法，充分的信任和尊重会让孩子更
有自我实现感。

青春期的孩子心理特点突出表现
是出现成人感，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成
熟，长大成人了，有了独立自主的欲
望，在生活上不愿受父母、老师过多
的照顾或干预，要求从大人的约束中
解放出来，可以说他们的独立意识、
主体意识是十分强烈的。这个阶段，
给孩子更多的尊重，是最好的祝福和
帮助。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

说，当人实现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
等后，就需要更高一层的被人尊重的
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的高层
次的需要更能激发人的潜能和积极主
动性。

当然，青春期的孩子由于社会经
验、生活经验的不足，经常会碰壁，作
为父母师长的我们，如果能雪中送炭，
及时给他们以方法、途径和帮助，会让
孩子更强壮地走向独立之路。

处理好同伴关系，才能有
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孩子会更依
赖与父母家人的关系，更在意父母家
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进入青春期
后，由于自我意识的发展，绝大多数青
春期的孩子渴望走出家庭，与家庭之
外的人建立深入密切的关系。而学校
中的同伴和同学关系，正是孩子建立
社会关系最重要的尝试和实践。他们

非常希望同朋友、同学平等交往，并且
非常渴望他们对自己敞开心扉。这个
时期，相比父母的意见和看法，他们更
在意同学和同伴的看法和评价。

我的上高一的小侄女班上有一个
本来学习很优秀的女孩子，由于她在
为人处事上处处以自己为中心，在和
同学的相处中，一旦有人妨碍了她就
不依不饶。对于比她学习差、意见不
一致的同学讽刺奚落，慢慢地同学们
都远离了她。同学们的远离让她感到
非常孤独，并因此转向网络寻求友谊
和交往，由于热衷与网友的交往，出
现了网恋，学习也一落千丈。孩子成
长路上不能没有同龄人的友谊和交往
相伴。

心里装着“男神、女神”，
成长路上才会洒满阳光

随着第二生理特征的出现，十几
岁的花季，少男少女的心中开始对异
性有了更多的关注与好奇，这种好奇
和关注可能会表现为对身边优秀同学
的好感，更可能表现为对当红男女明
星的迷恋。我同学的儿子对歌星邓紫
棋特别着迷，视为他心中的“女神”。
房间里贴满了邓紫棋的各种画报，一
天到晚嘴里哼唱的也是这位“女神”的
歌曲。我的同学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妈
妈，她并没有因为儿子的迷恋而无端
地担忧，而是与儿子一起了解邓紫棋
歌曲的风格特点，了解这位明星的奋
斗史，甚至带儿子一起去听邓紫棋的
演唱会。她对我说：“孩子有星光的
照耀，成长才不寂寞。”这样的成全
与理解使这位小伙子与父母的关系特
别融洽，也特别愿意听父母的建议，
接受父母在学习上的督促。

还有一位妈妈在和女儿约定好既
定的交往规则的情况下，允许上高二
的女儿和同班要好的男同学一起写作

业，一起上下学。让懵懂的情愫在父
母的理解中慢慢转化为一起成长的力
量。对异性明星的崇拜，与异性同学
的关注和交往等，与成人世界里所说
的恋爱和处对象还相去甚远，孩子们
只有体验了这个过程，并从中了解异
性和学会与异性相处的早期经验，才
能在成年后顺利进入真正意义的恋爱
期。这些经验珍贵难得，没有这些经
历的少男少女，成年后反而会在婚恋
等关系中出现问题。

我的学习我做主，成才之
路才更坚实

青春期的孩子绝大部分已进入初
中阶段的学习，他们的自主自立意识
已很强，且对小学时期父母的全面监
督和辅导感到厌烦。我表姐的儿子小
学毕业后上了一所最普通的中学，孩
子学习很独立且有主见，但表姐担心
普通学校的教学质量问题，一心要给
儿子报辅导班，孩子死活不去。我劝
表姐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情，还是由
孩子自己安排才对。表姐听了我的劝
告，初中三年，任由小伙子自己安排
学习和生活：打球，看小说，上网
⋯⋯在这一切活动中，小伙子还是把
功课放在了首位，听课专注，作业认
真，学习成绩一点也没有落下，最后
考入了一所理想的高中。让孩子做主
的学习，更能让他们发挥自主性和促
进他们的上进心。自己为自己负责更
能激发他们的自信心。

青春期，是人生路上的一个新的
起点，在这段时光里，矛盾与希冀，
彷徨与前进，决裂与新生⋯⋯作为父
母的我们，只有用爱、耐心、信任、
包容和成全，去祝福和帮助我们的孩
子顺利走过青春期，真正踏上精彩的
人生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儿童中心期刊总社）

如何守护孩子的青春期
王敬川

梁雨菲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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