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课堂
2016年6月2日 星期四 10主编：杨咏梅 编辑：杨咏梅 设计：王保英

电话：010-82296652 邮箱：jiatingjiaoyu@edumail.com.cn QQ群：371368053

自从与高冷的学霸同桌，拿聊天
当氧气的白豆每天放学回来都身心俱
疲。

白 豆 瘫 软 在 沙 发 里 向 我 哀 叹 ：
“妈妈，我快憋死了！”“妈妈，我的
嘴都快闭臭了！”“妈妈，我是不是应
该多喝水啊？”⋯⋯

之前，一度窃喜的我，不禁心里掂
掇：不用说，课堂纪律一定是改善了；
可让一个话痨立时三刻闭嘴不言，这
份精神打击看来也不可小觑啊。

煎熬了半个月，终于到了轮换座
位的时候。

周一一大早，白豆不用我叫就早
早起身，刷牙的时候满脸喜气，竟至
独自呵呵地傻笑起来，牙膏顺着嘴角
流淌也浑然不觉。

“怎么这么高兴？”豆爸问。
白豆含着牙刷，含混不清地说：

“今天换座位，又有人可以聊天了！
我终于暂时逃脱学霸令人窒息的气场
了！”

我 连 忙 叮 嘱 ：“ 上 课 不 许 聊 天
啊，当心老师再给你换座位！”

白豆连连点头应承：“妈妈你放
心，不会的！我要珍惜这短暂的刑满
释放——不对，”白豆拧起眉头，“我
这应该不算刑满释放，顶多算是——
假释吧，我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过
几天舒心的日子！”

我又问：“这次同桌的是谁啊？”
白豆道：“是菁菁，我俩关系不错。”
说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更不放
心了：“哪个菁菁？学习好吗？”

白豆正在哗哗地洗脸，听到这
话，抬起满是水渍的脸，一双黑白分
明的眼睛直视着我说：“妈妈，我一
说谁是我的朋友，你就要问她成绩好
吗，都成习惯了！”

“哦，哦，对对，这样不好。”白
豆的话霎时榨出我“皮袍下的小”
来，我立刻觉得愧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向反
对按成绩差别对待孩子们的我，不知

不觉中竟然变成了这样！放弃自我，
混淆价值判断，如此简单轻易。可
见，能坚持真理者，都是伟丈夫！

看我愣愣的，白豆觉得是自己说
话太重了，连忙边撒娇边抚慰道：

“麻麻⋯⋯你放心，我跟菁菁不会上
课说话的。你不认识菁菁吧？她虽然
成绩一般，但她很朴实，从不追求什
么名牌；而且为人也很亲和，人缘特
别好⋯⋯”

白豆雀跃地走了，今天对她来
说，无疑将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我也放松下来，但依然沉浸在刚
才的话题里。是啊，不记得从什么时
候开始，我已经习惯把“是否学习
好”挂在口头上，而且以此来判别白
豆身边的一个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并
在不经意间一次次脱口而出。白豆一
定是经历了“不以为意、惊讶、忍
耐”的过程之后，才终于在今天提出
了异议。尽管我在长久的纠结之后，
决心以“非典型”的意义和形象去接
受自己的孩子，可面对别的孩子时却
依然如此偏狭。“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孟子的理想呼唤博大而高贵的
人格，非宁静无以致辽远，不宽广无
以至大海，明白容易，做到难。

忽然想起白豆上初二时的一件旧
事。

大概是期末大考完结，语文老师
依照惯例把考试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
文集纳成册，供孩子们人手一本学习
借鉴，分析试卷时好有的放矢地讲
评。

从小到大，我从没给白豆买过任
何作文选。在我看来，应试作文规范
有余而养分不足，名篇佳作比作文选
精彩百倍、千倍。阅读要有高起点，
入门后要有高水准的作品贯穿全程。
孩子一旦具备了一定的阅读鉴赏能
力，应试技巧不过是枝节，稍做点
拨、训练，即可迎刃而解。

正是基于我的这般理念，白豆一
向对老师辛苦选印的所谓“优秀作

文”不甚看重，拿到手后，略翻了翻
便撂在一旁，对一些同学手拿作文选
评头品足，心里还颇为不屑。

语文课上，老师选了一篇得分很
高的范文进行分析讲解时，课堂上竟
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觉出异常的老
师停下来疑惑地问道：“同学们对这
篇文章有什么不同看法吗？”

老师的目光在教室里逡巡，大家
面面相觑。终于，一位男学霸率先站
了起来：“老师，这篇文章是抄袭
的！”

“没错！”“对，就是抄的！”“我
在别的作文选里也见过！”有人带
头，大家七嘴八舌地纷纷附和。男学
霸更加肯定地说：“没错，就是抄
的，而且是原封不动的抄袭！”

文章的作者是年级里一位名声响
亮的学霸，目睹这一切的白豆不禁目
瞪口呆。

后来老师调查出那篇范文确属抄

袭，这篇作文的成绩随即被取消。白
豆向我讲述此事时，始终是一副心有
余悸的样子，而且对那位被取消成绩
的学霸甚是同情：“⋯⋯他该多受打
击啊，不仅难过而且还难堪啊，他以
后怎么面对大家啊⋯⋯”

而我对此事件的解读则与白豆不
同：其一，这种为争取高分而模糊道
德界限的做法，学校的处理及时妥
善，看似残酷，却彰显了做人做事的
规则，对当事人及全年级的孩子都是
一次教育。其二，同类作文选可谓汗
牛充栋，但仍有那么多的孩子一眼便
识别出了抄袭之作，可见孩子们对作
文选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有多少孩子
的本应无比精彩的阅读体验是在作文
选中完成的？细思之下，不胜惋惜。

这件事估计白豆早已忘到九霄云
外，我也将它深埋在记忆深处，直至
今天被白豆的一番话所触动，此事方
缓缓从心底的某个角落浮现，初始模

糊，继而清晰，最终十分锐利地再次
让我感受到一种刀锋的刺痛和冰冷，
甚至，后怕。

想想白豆对菁菁的评价——“她
虽然成绩一般，但她很朴实，从不追
求什么名牌；而且为人也很亲和，人
缘特别好⋯⋯”

经过了与学霸长达两周不愉快甚
至带有逼仄感的相处后，白豆更看重
菁菁性格当中温暖的一面，朴实，亲
和。在中考的环境压力下，这样的孩
子当然比高冷的学霸更有人格魅力，
这才应该是正向的价值判断，白豆在
无意间懂得了这一点。

此时此刻，我想奓着胆子，对明
朗的白豆，对仍有几分心绪复杂的
我，对众多与我一般或者超越了我之
境界的中考生家长们，说一句：在漫
长的中考过程里，我们的孩子在利用
一切机缘完成他们的成长。幸甚！

（作者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你选择高冷还是温暖？
豆荚

大视野

微观

所有的孩子都盼望过“六一”节，我
陪儿子过“六一”的套路，基本是游玩、
看电影、挑礼物，再陪儿子饱餐一顿，看
着他狼吞虎咽地享受美味。但这些就是孩
子要的幸福的“六一”节吗？

想到有一次带儿子骑自行车去“自驾
游”，政府广场前面是一大片开阔的草
坪，绿油油的小草就像绿毯子一般，一个
三十多岁的青年人，皮肤黧黑，盘腿坐在
草坪上摆弄一架飞机模型。在他身旁倚着
一个小男孩，身着有飞机图案的汗衫，非
常可爱，快言快语地对我们说：“我爸爸
不是中国人，是尼泊尔人，他只会简单的
汉语，我做你们的翻译。”

那个年轻人手很灵巧，三下五下，飞
机模型就做好了。飞机模型的机身是橙色
泡沫做的，很轻巧，有两个滑翔板，塑料
的小螺旋桨是空心的，里面装着电线和电
池。“这小小的螺旋桨真的能让飞机飞起
来吗？”我既纳闷又不以为然。

“开始试飞啰！开始试飞啰⋯⋯”小男
孩开心地大声嚷道。那年轻人用力把飞机
往空中一抛，飞机竟慢悠悠地飞起来。年
轻人拿着遥控器，仰着头操作，我儿子和那
小男孩在草坪上快活地奔跑起来，边跑边
大声喊着：“飞起来啰！飞起来啰⋯⋯”突
然，飞机一头栽在草坪上，我儿子和小男孩
乐此不疲地帮助捡拾散落的零件。

年轻人又继续盘腿坐在草坪修理飞
机，不时和那小孩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
小男孩帮助父亲拉紧皮筋，一根皮筋一
松，打中小男孩娇嫩的小手，年轻人不住
地说：“I’m sorry，I’m sorry。”男孩子
咯咯地笑着，笑得特别开心。

直到夕阳西下，我儿子才依依不舍地
和他们挥手告别。回家的路上，想起小男
孩说他父亲平时工作很忙，这个飞机模型
是父亲花了好几个不眠之夜精心设计的，
是送他的“六一”节礼物。想着想着，我不
禁有些伤感，孩子们抬头微笑着仰望模型
飞机那一幕，在我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六一”儿童节这一天，绝大多数家长
都会像我一样，以为物质满足就是给孩子
一个幸福的节日。而这位外国朋友却用心
给孩子一份独特的礼物，简简单单的飞机
模型，带给孩子那么多的好奇心、快乐和自
豪感，比花钱买的那些中看不中用的花哨
东西更符合孩子的精神需求，更有价值。

（作者单位：江苏泰州实验学校）

孩子需要有价值的
“六一”节礼物

李春莲

（5月25日 南方都市报）
因长期出差无法照看17岁的女儿，西

昌市张兵在家里客厅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女儿以隐私被侵犯为由负气离家，出走一
周尚未回家，张兵仍不同意拆除监控。

点评：把孩子当成犯人管控，只会让
孩子更叛逆。

（5月26日 新华网）
南昌市 11 岁的龚睿哲，为了根治爸

爸的“懒惰症”，立下了“自己的事情自
己干”的家规。

点评：父亲懒惰到儿子都看不下去，
丢人。

（5月26日 重庆晚报）
重庆 15 岁少年张杰长期帮环卫工爸

爸扫大街，扫到学校门口也不遮掩，还觉
得非常有成就感，希望早点毕业自食其力
为父母减轻负担。

点评：高贵的不是职业，而是灵魂。

（5月26日 重庆晨报）
重庆高考生小冬最近很烦恼，因为妈

妈最近迷上了各类“算命网站”，几乎每
天都要去为她求高考运程，还要求她进考
场先迈右脚。

点评：纯属添乱，给孩子增加考试焦
虑。

（5月28日 北京晨报）
最近，“鹰爸”何烈胜给儿子请了几名

专职辅导老师，让儿子在家学他自编的“鹰
式教材”，希望花6年时间完成小学到高中
所有课程，这样13岁就可以考上大学。

点评：粗暴催熟，透支生命。

（5月28日 华商报）
只因为心情不好，陕西 12 岁男孩拿

走家里 1000 元钱，留下写有“爸！妈！
我走了，闯荡江湖去了”的字条，离家出
走散心去了。

点评：别等孩子出走了，才想起来关
心孩子为啥心情不好。

（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鞠锋）

“我的孩子看到超市里的避孕套，
问我是拿来干什么用的，我怎么回
答？”

“我的孩子老是不愿意分床睡觉
怎么办？”

“我的孩子上网看到很多不雅视
频怎么办？”

“跟孩子讲性安全，讲多了孩子害
怕和人打交道，讲少了家长又不放心，
怎么把握这个度？”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山东
临沂第二实验小学、杏园小学、深圳南
山实验南头小学、广西南宁琅西小学
和福建永安、上海、青岛、南京、苏州、
佛山、清远、武汉等地的一些小学生和
他们的家长，迎来了著名家庭教育专
家胡萍为代表的“善解童贞”讲师团，
在陌生又有趣的性教育启蒙公益课
上，度过了一个特别的节日。

“我们希望帮助家长面对孩子各
种各样的性好奇时，不再难以启齿，结
巴搪塞，甚至选择逃避。当孩子问起

‘我是从哪来的’‘男生女生有哪些不
一样’‘为什么我不可以和爸爸妈妈睡
一张床’⋯⋯时，鼓励家长们学会用科

学的方法解读孩子的问题，对孩子进
行正确的性启蒙教育，帮助孩子健康
快乐地长大。”胡萍说。

目前，“善解童贞”讲师团已经有
来自全国 23 个城市的 40 多名专业性
健康教育讲师，打造了最具人文关怀
的、科学的、专业的性健康教育公益课
程。胡萍解释说，“善”是指理解孩子
性发展的科学规律，尊重、接纳并包容
孩子性发展中的行为；“解”，是用科学
精神来进行专业的解读；“童贞”，则指
孩子的性。“善解童贞”的含义就是：用
爱与科学来解读孩子的性，让孩子学
会爱、学会尊重他人，懂得保护自己不
受性伤害。

在“善解童贞”公益课中，许多孩
子都是第一次直观地认识身体的隐私
部位。讲师们针对各年龄段孩子的认
知能力和特点，通过与孩子的互动，教
孩子们基本的性健康知识，让孩子充
分认识到人类社会中性的道德规范，
从而构建健康的性心理和性价值观。

在“我从哪里来”的课堂上，孩子
们了解了性别的区分、单胞胎和双胞
胎、多胞胎的形成，以及环境污染给孕

宝宝带来的危害，知道了生命是因为
爸爸妈妈的爱才来到这个世界，每个
人的生命都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眼
神中流露出对生命的敬畏。最后老师
以生日的由来，告诉孩子们要学会感
恩父母。

在“男孩女孩不一样”的课堂
上，老师引导孩子们积极讨论，鼓励
孩子们勇敢地说出男孩和女孩身体结
构不一样的地方。还让孩子们通过画
自己的身体，慢慢走出对性的负面认
识，放下羞涩感，学会正面看待自己

的身体。
在“如何保护隐私”的课堂上，

孩子们学会了要独立洗澡、独立换衣
服、不让家长和别人看到自己的隐私
部位、上洗手间要关门、每天换洗内
裤、和父母分床独立睡觉等知识，学
会保护自己隐私的具体方法。

在迷宫游戏环节，孩子们通过模
拟性侵害的危险环境，练习如何保护
自己。老师先通过实际案例向孩子们
提出问题，例如如果有大人摸你身体
的隐私部位，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的亲
人、叔叔、阿姨、老师、陌生人，你
应该怎么办？然后总结出正确的解决
方式：“拒绝，迅速逃离，第一时间
告诉爸爸妈妈，以后永远不要单独和
这个人在一起。”模拟环境练习让孩
子们懂得，当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
时，要果断勇敢地拒绝，采取正确的
处理方法。

“善解童贞”公益课，从孩子们
第一次直观地认识性开始，用心设
置了积极讨论、回答问题、绘画、走
迷宫等环节，让孩子们在好奇、羞涩
中慢慢接受寓教于乐的性教育启蒙，

产生感恩父母、敬畏生命的认知。
“这不只是一堂孩子们必须学习

的性教育启蒙课，还是一堂非常重要
的生命教育课。”“这是学校教育的薄
弱环节，值得一听！”“这个课非常
好，孩子还没有进入青春期，正好当
成知识来对待，就像孔子说的‘思无
邪’。”“性不再是难以启齿的事，生
命真美好。”“今天在自然和轻松的气
氛下上课，并在老师的引导下和孩子
一起探寻生命的奥秘，解决了平时不
敢触碰的问题，一点都不尴尬。”

课后，家长们纷纷在微信朋友圈
里晒出了自己的听课感受，由衷期望
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能参与到公益
课程中来。

胡萍说：“只有科学地解读孩子
的性，才能够真正关怀孩子的身心健
康，才能够去支持孩子的发展，才能
够真正收获家庭的幸福。”接下来，

“善解童贞 为爱守护”性健康教育
公益课还将走进深圳荔林小学、上海
浦东第六师范附属小学、上海福山外
国语小学、广西解放路小学⋯⋯帮助
更多的孩子构建健康的性价值观。

用爱与科学来解读孩子的性问题
——“善解童贞 为爱守护”公益课启动

栗伟

“起床，起床，快起来！去洗脸
去刷牙，记得梳头！这是你的衣服你
的鞋。有没有在听啊？快起来！然后
记得叠被子⋯⋯”这曲 《妈妈唠叨之
歌》，曾经俨然是我的真实写照。直
到我学会简洁地唠叨，孩子才不再反
感，才愿意听我的话了。

“为了你好”——引发亲子大战

“我每天早起做饭，还不是为了
你好！要你报辅导班，还不是为了你
好！⋯⋯你怎么就不知好歹呢？”这
是儿子上一年级时，我在“情绪管
理”课上，向导师转播刚刚上演完的
亲子大战。

“你有没有注意到，五分钟里你

说了十八句‘为了你好’？”导师出人
意料地问。“有这么多吗？”我一怔，
然后不解地问：“不就是几句唠叨
吗，孩子不听话怎么办？”

“那我们来再现当时的情景吧。”
导师让我蹲在地上仰视着他，他则以
家长自居，左手叉腰，右手食指指着
我，呵斥道：“让你好好吃饭，是为了你
好！要你上辅导班，是为了你好！你
必须听我的，我是为了你好⋯⋯”仅仅
三分钟，我就一肚子的委屈、烦气和
怨恨，没有丝毫的感动。那一刻，我
一下子明白了唠叨令儿子反感、顶嘴
的原因。

我后悔地说：“我以后再也不唠
叨了。”“这太难做到了，倒不如说话
简洁些。”导师语重心长地叮嘱：“内

容要拉近亲子距离，还要激发孩子的
潜能。”

“幽默一下”——融洽亲子关系

关系胜于教育。为了改善我和儿
子的“敌我”矛盾，我买了几本 《笑
话幽默大全》。儿子常常手不释卷，
读到有趣处，就哈哈地笑个不停。平
日里，有事没事我就对儿子来一句：

“幽默一下。”儿子就捧起书，念几个
笑话，家里的气氛在笑声中越来越融
洽了。

儿子还将生活与笑话有机联系起
来。一天岳母来我家，带着几棵大白
菜，又爬上五层楼，一进门就嫌暖气
热。妻子说：“妈，把外套脱了凉快
一下。”儿子接着说：“姥姥，把戒指

脱了凉快一下。”一句话，逗得一家
人笑个不停。岳母问：“柄晔，怎么
这么幽默了？”儿子搂着姥姥的脖子
自豪地说：“因为我们一家人是幽默
搭档。”

“再想一想”——成就数学王子

顺应孩子天性，孩子才能成长为
最好的自己。知子莫若父，儿子最喜
欢动脑筋思考问题，生活中遇到问
题，我就来一句“再想一想”，鼓励
他深入钻研问题。

吃饭时，我让儿子搬凳子。我问
他，怎样数人数，才不会多搬或少
搬。儿子说：“一个一个地数呀。”

“嗯，很好，”我肯定他的思路，又鼓
励他说：“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

数法？”儿子想了会儿，说：“还可以
男生、女生分着数，就像班里放学排
队一样。”“按性别分开数，更有条理
了 。 再 想 一 想 ， 还 有 没 有 别 的 数
法？”我继续唠叨着。儿子用小手托
着腮帮，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会，眼睛
一亮，眉飞色舞地说：“还可以先数
小孩，再数大人！”真是太棒了，我
们爷俩击掌庆祝。

无意的唠叨会毁了孩子，导致家
庭教育的失败。有意的唠叨，语言简
洁，融洽了亲子关系，激发了孩子的
潜能，充满着正能量。看来，家长怎
么唠叨是有讲究的，有时候让唠叨有
意“跌停”，孩子才愿听。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临淄
区家庭教育培训学校）

简洁的唠叨孩子才愿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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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冷的学霸，

气场令人窒息；

温暖、朴实、亲和，

更有人格魅力。

成长过程中，

孩子自有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