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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

高考札记

那年高考，女儿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北京大学。小小的县城着
实“地震”了一下——全县七八
年没有学生考取清华、北大了。
很多父母向我“取经”。其实，
女儿所以能够为北大录取，我
培养她养成爱读书的习惯立下
了“不世之功”！

从女儿会走路开始，我便有
意识地带她去新华书店，每次都
会买回几本书。最开始是一些
婴幼儿画册和以画册为主的故
事书。回家后我会一页一页翻
给她看，一页一页讲给她听，每
天晚上让她听着故事入睡。如
果哪一天我忘记了，她会说：“妈
妈，妈妈，讲故事！”

女儿稍大一点，有了自我选
择意识，我开始给她买剪纸书。
回家后，女儿聚精会神地拿着剪
刀一一剪下一只大恐龙、一只小
猴子、一座童话里的王宫、一个
美少女、一条美人鱼、一只帆船、
一朵花、一棵树⋯⋯摆得满屋都
是她的作品。如果哪张剪坏了，
她会要求再买一本，重新剪，直
到剪到自己满意为止。她不厌
其烦，我也不厌其烦。这样，既
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也有利
于孩子的智力开发。

女儿长到三四岁的时候，
开始买带插图的 《唐诗三百
首》《安徒生童话》《格林童
话》《一千零一夜》《神秘的海
底世界》 等。我让她一边看图
一边讲给她听。有时也让她叙
述给我听，她会绘声绘色地

讲，小大人儿一样。女儿不仅
从中认了很多字，背了很多首
诗，她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因为有从小的循循善诱，
后来我只要领着她上街，她便
要求一定得先去书店。再大一
点，领着她去逛商场，商场里
有个小书屋叫“读书角”。她会
说：“妈妈你去看衣服吧，我去
看书。”看到她对书的喜爱一步
步加深，我由衷地高兴。

从 女 儿 上 小 学 一 年 级 开
始，有了汉语拼音课，再去书
店，她就会买带插图和拼音的
书。看着插图，不会的字可以
看拼音，这样就可以把内容大
概顺下来，既可以丰富孩子的
想象力，也可以加速认字水
平。也是从这时开始，我还一
直给她订阅报纸和杂志，主要
是 《中国少年报》《我们爱科
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
等经典刊物。我认为，报刊作
为连续性的读物，对孩子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以及孩子的
情感发育、孩子的健康成长，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的这些做法，都是为了
让女儿形成对书的熟悉感、贴
近感，让她对书不陌生、不抵
触、消除距离感。然后慢慢喜
欢，再慢慢爱上书，直至爱不
释手。我深知，好习惯的养成
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
持之以恒，日积月累，等她渐
渐对书有了感情、有了兴趣，
才能渐渐养成阅读的习惯。童

话大师格林说：“人生前14年所
阅读的东西，不仅会记一辈子，
而且会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我也认为，小学阶段是孩子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关键时期。

为了开阔她的阅读视角，
我还有意识地引导她阅读各种
类型的读物，拓展她的知识
面。有人物传记、科普读物、
历史文化书籍，其中 《哈利波
特》《鲁滨逊漂流记》《名人传
记》、四大名著少年版、外国名
著少年版，她都非常喜欢，读
得津津有味。

我还经常带女儿去北京王
府井书店，去西单图书大厦，去
唐山新华书店买书，有时一去就
是一天。穿梭在书架之间，徜徉
在书海之中，闻着书卷香，她乐
此不疲，沉醉其中。那时她对书
的感觉，不再仅仅停留于好感，
还夹杂着渴望和看到好书的那
种喜悦，那种恋恋不舍。

我说：“买书不是目的，关
键是你要认认真真地读，而且
不断地读下去。一辈子都不要
放弃读书的好习惯，无论你长
大做什么工作，哪怕是做一个
家庭主妇，你都要坚持不懈，
那样你会受益终身！”听了我的
话，女儿用心地点了点头。

新书买回来后，除了摆放
在书架上，我还有意识地放沙
发上一两本，还有她的床头。
我要让她随手摸到书、报，并
且告诉她，只要有文字，就要
看，哪怕只是一角报纸、一则

广告、一个字条都要认真看
完。这样慢慢地孩子就不会对
文字有抵触畏难情绪。有的孩
子看到文字就烦，女儿是看到
文字就兴奋。一份报纸到了，
她放学第一件事就是看报，杂
志到了她也拿起来就看，看得
津津有味。吃饭的时候看，洗
脚的时候看，甚至一只手输着
液，另一只手也要拿着书看，简
直成了一个小书虫。良好的阅
读习惯已渐渐养成，也有了显著
效果，女儿的作文几乎每篇都是
范文，她的阅读课成绩更是不一
般，县里的阅读竞赛她每次都是
第一名。我窃喜：女儿，好样
的！不负我一番苦心。

女儿升入初中以后，买的书
更多更广起来，从天文到地理，
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
包括别人的读书经验谈，高考状
元谈读书，她也认真学习，汲取
适合自己的方法，巧妙地运用到
自己的学习上。

大量阅读课外书，虽然占据
了孩子很多的业余时间，但是丝
毫没有影响女儿的学习成绩，反
而因为知识面广，基本功扎实，
她的学习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
中，在年级中一直名列前茅。

我们不期许每个孩子都是
奇迹，只希望他们在路上走得更
稳。读书是人一生的好习惯，有
书做良友，孩子会享受一生，即
使遇到挫折，也会坦然面对。

（作者单位：河北省玉田县
财政局）

“读”出来的北大
王梦

（1月2日 中青在线）
山东 14 岁初中生小冬沉迷于用手

机 观 看 色 情 直 播 ， 一 个 月 就 花 掉 了
5000 多元的零花钱，要不是被哥哥发
现，还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点评：性教育如果跟不上，断了金
钱封了手机，孩子照样深陷其中。

（1月2日 重庆晨报）
上初中一年级的 13 岁儿子小胡早

恋，重庆妈妈张女士将小龙狠狠地教育
了一顿，并要求小龙与对方分手。不愿
与女孩分手的小胡，选择了离家出走。

点评：早恋原因复杂，简单粗暴地
压制无益。

（1月2日 重庆晚报）
面对儿子沉迷于游戏、成绩一落千

丈的情况，本就对孩子管理严格的重庆
爸爸张某情急之下动手打了儿子几下。
溺爱孙子的爷爷不愿意了，怒斥张某
道：“你把我孙子打出毛病，我找你算
账。”无奈的奶奶只能报警。

点评：打孩子固然不妥，不过一代
管一代，教育还得爹妈来。

（1月3日 重庆晨报）
重庆 14 岁男孩小荣因为爸爸冤枉

他偷拿200元钱，报警要求民警帮他做
“指纹鉴定”，以还他清白。原来小荣曾
经偷拿过一次爷爷奶奶的钱，爸爸丢了
钱就认定是有“前科”的小荣偷了钱。

点评：别戴有色眼镜看娃，犯过错
的孩子更需要有人信任。

（1月4日 扬子晚报）
南京六年级女孩王子慧出版了自己

独立创作的小说 《千年不冻河》。原来
她3岁就爱上了昆虫，在爸爸妈妈的帮
助下，成了闻名全校的“小法布尔”。
她的小说涉及很多昆虫知识，她说是爸
爸妈妈的鼓励和支持成就了她。

点评：哪个孩子不怀揣梦想？父母
的鼓励是孩子圆梦的最大动力。

（1月5日 重庆晚报）
一名 15 岁少女因痴迷明星王源离

家出走，凌晨独自乘车来重庆见偶像，
幸好被民警拦下，她还央求民警送她去
找王源。原来，少女的父母离婚后很少
管她，她只有在王源那里才会感到快
乐。

点评：女孩追星只是表面现象，更
深的原因是缺爱和安全感。

（1月6日 燕赵晚报）
元旦小长假，山东济南某中学初一

的一位班主任给学生布置了一项家庭作
业，让每个学生给父母做一道菜，要求
家长上传图片，写心得体会。这项作业
受到家长称赞。

点评：做家务学做饭本来就应由父
母来教，现在学校当作业来布置家长叫
好，反了。

(1月6日 新浪教育）
北京市民张女士最近很紧张，吃不

好睡不好，和丈夫每天电视不敢看，甚
至不敢在家里大声说话，就怕不能让即
将参加中考的儿子安心备考，还时不时
询问孩子需要他们做点啥。

点评：父母如此焦虑，孩子如何考
好？

（1月8日 重庆晨报）
重庆 9 岁男孩童童不愿意参加妈妈

报的补习班，被妈妈打了几下，虽没有
明显伤痕，但童童坚持认为妈妈打他是
家暴，便到派出所报警。

点评：孩子痛恨的不是妈妈家暴，
而是不尊重他自由选择的权利。

（1月9日 扬子晚报）
江苏常熟两岁幼儿阳阳因无人看

护，将做装修生意的父亲随意摆放在客
厅的气钉枪拿起来玩耍，不小心扣动了
扳机，将长5厘米的气钉射入自己的心
脏，差点丧命。

点评：安全切勿大意，疏忽会要人
命。

（1月9日 北京晚报）
北京周女士的 8 岁儿子尧尧爱玩手

机，周女士认为每天只要不超一小时，
玩游戏还能调节紧张的学习。最近她发
现短短 9 天时间支付宝里就少了 18000
多元，原来被尧尧偷用去充值玩游戏。

点评：如果允许孩子玩手机，就不
仅要规定玩的时间，也应考虑到财务管
理。

（1月10日 中国新闻网）
浙江母亲廖女士对 14 岁女儿小张

一向严厉，偶尔还使用“棍棒政策”。
小张成绩一般，性格内向，怕回家后被
母亲教训，便悄悄离家出走到外面玩。

点评：对青春期的孩子更不能用棍
棒教育了。

(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鞠锋)

女儿初一了，聪明伶俐，学
习成绩也还不错，但最近，她越
来越迷恋手机，在家里的时间总
用手机看漫画、玩游戏。我提醒
了好几次，她自己也意识到玩手
机的害处，却总是戒不了，放下
手机没几分钟，手又不由自主地
伸过去了。

女儿很苦恼，每次玩了手机
后总是后悔不已。我也很苦恼，
女儿的视力一天天下降，这手机
就是罪魁祸首。想把手机收缴了
吧，这样简单粗暴的方法肯定会
引来女儿的反抗，怎么办？我天
天琢磨着要找个好法子解决这个
问题。

无意中，我想到了老祖宗的
那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女儿为什么会迷上手机？为什么
没有执行力？最大的原因应该在
我，自有了智能手机后，我在家
的时间几乎都拿着手机，就是吃
饭也不离手。这样的我，又怎么
要求女儿不玩手机？我决定和女
儿一起，放下手机。

我跟女儿商量，让她定一张
计划表，具体到每一天。女儿不
乐意，嫌麻烦。我告诉女儿，我
也会制订自己的计划，和她一起
每天按计划做事，如果做不完计
划上的内容就不能动手机。女儿
一听不能动手机很紧张，噘的小
嘴都能挂油瓶了，背过身故意嘟
囔：“自己也玩手机却不许我
玩，什么妈妈啊，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我莞尔失笑，
再次强调和她一起做计划，一起

戒手机。女儿听到我也戒手机很
吃惊，更觉得好玩，开开心心地
定计划去了。

以前，女儿写作业时总是写
一会儿看一会儿手机。这天开
始，我和女儿一起把手机放到了
抽屉里，然后，她开始写作业，我
看书。平时，女儿的作业差不多
得十点才能完成，写完就该洗澡
睡觉了。这一晚女儿九点就完成
了作业，然后还加写了一篇作文，
玩了半小时手机，才到了洗澡睡
觉的时间。而我，也认认真真地
读了两小时的书。上床前，女儿
笑着说：“妈妈，这样真好！”然
后在我的额前轻轻亲了一下。

尝到甜头后，我和女儿更加
坚定了戒手机的信心。每天晚饭
后，就互相提醒着把手机放好，
然后开始各自的计划。如今，这
已经成了我和女儿的习惯了。有
时，女儿会无比感慨地跟我说：

“妈妈，我真是喜欢和你一起看
书的时间。”听着女儿撒娇的
话，看着她的笑脸，我只觉得一
切都是值得的了。

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创
造的环境影响了孩子。我们中国
古代有孟母三迁的故事，俗语里
也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
样的说法。我们要做的，就是把
自己变成阳光，孩子沐浴在阳光
中，自然也会发光发热。所以，
当我们想指责谩骂孩子的时候，
不妨先改变自己。

（作者单位：广西北海市第
五中学）

和女儿一起“戒手机”
黄福芳

10 月底，白豆与一众走下
中考考场 4 个月的战友们迎来了
高中阶段的第一次比较重要的考
试——高一第一学期的期中考
试。

这次考试之重要，还体现
在：尽管在高一入学之初，大多
数学校就进行了文理分科，但对
于很多方向仍不明确的孩子来
说，这次考试后，他们将依据成
绩，进行二次选择。

重理轻文几成共识

白豆这届孩子，是北京市进
行高考改革，实行文理不分科之
前的最后一届文理分科的孩子。
作为大变革前最后的遗存，孩子
们内心的混乱可以想见。

琛是白豆初中同学，很早就
展现出对历史的兴趣和天赋，当
别人艰难啃读 《三国演义》 时，
他却在津津有味地捧读 《三国
志》。大家都认定他将来必选文
科无疑。但高一开学时，他却出
人意料地选择了理科。白豆大惑
不解，问他原由，琛朗声答曰，
文理不分科是大势所趋，他决定
遵从时代潮流。是耶？非耶？我
和白豆俱各茫然。

佳也是典型的文科学霸，也
在高一分班时选择了理科。佳的
理由是：先选理科，学不下去再
转文科，以免将来后悔。

选择文科有可能后悔，选择
理科就不会吗？

在与白豆聊天的过程中，我
发现，先理后文，重理轻文，这
几乎是当前家长们的共识，理由
是：学理科将来就业容易，而文
科则不然。

白豆身边，因为想学文科而
被家长一再阻止、苦劝乃至威胁
的孩子不止一两个啊。

学有一技之长，将来跻身中
产者行列。这几乎是所有家长对
孩子所寄予的期望，而这，也正
是众多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世
界一流强国普遍推行的普鲁士
教育体系所取得的成果之一。

“这种教育 （普鲁士教育）
方式的出现并非偶然。老师讲
知识点进行分割教学，而学生
通 过 死 记 硬 背 可 以 学 会 知 识
点，但要想从本质上掌握知识
的内涵，则需要天马行空且无
拘无束的思维能力。”（《翻转
课堂的可汗学院：互联时代的
教育革命》）

有一个有关文理分科的笑

话：王勃的 《滕王阁序》 中有这
样的妙句：“潦水尽而寒潭清，
烟光凝而暮山紫。”语文老师在
引导孩子们做文学鉴赏时提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朦胧的烟光
和紫色的山？”

一位理科生站起来，犹豫片
刻后答道：“可能是因为太阳照
在山上，空气又是胶体，所以产
生了丁达尔效应吧⋯⋯”

老师不置可否。
一文科生起身，气定神闲地

回答道：“本段开头说，时维九
月，序属三秋。点明当时时令；
接着，进一步描写这个时间段的
景色，以形成立体印象。文章中
写，蓄积的雨水消退，潭水清
澈，寒气摄人。夕阳西下，云烟
凝聚，紫气缭绕，笼罩着远处的
山峦。景色描写中运用近实远
虚，潭水之清澈与烟云之朦胧形
成鲜明对比，景色由近水至远
山，由远山及天边云霞，一笔荡
开，空间境界高远而辽阔，为后
文的论述做好铺垫，流利自然又
意蕴丰富⋯⋯”

身为家长，如果能身临其境，
亲眼目睹这一幕，你会更希望自
己的孩子成为其中的哪一个呢？

学文科一定是不甘的选择吗

由于我自身是中文系出身，
因而白豆自小在我的指点下，便
比其他孩子多读了些书，少学了
些奥数、英语。进入高中，面临文
理分科时，白豆自己做主选了文
科，仿佛一切都如自动生成一般
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没有些微的
犹豫、勉强和不甘。

晖是白豆高中进入新学校后
最先结识的好朋友，相形之下，晖
选择文理科的过程比白豆要曲折
得多。

起初，晖的家长说，不能选文
科，学文将来找不到工作！虽然
晖并不是一个理科牛孩儿，但她
对家长的观点非常认同，于是顺
从地选择了理科。

高中进行分层教学。起初，
晖将自己的数理化生四门课程都
选成了高层课程，之后，便是十分
艰辛的鏖战。

据白豆说，晖经常熬夜，有时
甚至通宵开夜车，白天还继续上
课。经常地，中午来不及吃饭，晖
就托白豆从食堂捎个汉堡包之类
的快餐，草草打发了午饭。

即便如此，晖的各门课仍然
不断地亮起红灯，随即，一些科目

的老师开始找晖谈话。晖苦恼
中，开始质疑自己最初的选择。

在晖的家里，意见也分成了
两派。晖的妈妈是学理强硬派，
一口咬定学文科将来找不到好工
作，不肯松动半分；将孩子的辛苦
和苦恼看在眼里，晖的爸爸虽然
自己是理科出身，却反倒劝晖考
虑转文，在他的理解中，或许文科
比理科要容易。

相比之下，白豆倒一直沐浴
在文科煦暖的春光里，心满意足，
神气活现。中考之后，彻底告别
了痛苦刷题的日子，白豆学习的
兴趣和幸福感陡增。

我问：“你这么坚定地选了文
科，不怕将来找不到好工作，挣不
到大钱？”

白豆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妈妈我觉得你的工作挺好啊，挣
那么多钱干什么，够用就行了
呗！”

在喧嚣浮华与种种世情焦虑
中，永远葆有一份从容淡定以及
知足常乐的幸福感，这难道不是
文科教育的精髓真谛所在吗？人
生在世，日食三餐，夜眠七尺，如
此而已。参透此理，生命便属于
了自己。

期中考试前，晖夙夜兴寐，手
不释卷，付出甚巨。然而，结果依
然惨淡。经受了如此冲击，晖的
父母终于开始认真考虑让晖转文
的事。晖也似乎从绝望中看出了
依稀的希望。

晖对白豆说，我要再给自己
一次机会，再努力一次，如果还不
行，到时再转文不迟。

期中考试结束后，学校未给

孩子们太多的喘息机会，一科科
的学科测验又纷至沓来。晖屡败
屡战，很是悲壮。

终于，老师找晖谈话，劝她认
真考虑未来自己的发展方向。

这一次，晖的父母统一了思
想。在距离高一第一学期期末考
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晖递交了
自己的转文申请。

理科学不好可以转文，文科
再学不好可以出国，所谓天无绝
人之路，但这其间，有多少挫败、
无奈和不甘。

晖及其父母对于文科的犹疑
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要一技之长还是精神家园

当计算机和网络改变了世
界，人文学科的边缘化便成为一
种世界性的趋势。

计算机和网络提升了整个地
球的运转速度，人们因为提速而变
得惶惑、忙乱、焦虑，失却了古典式
的内心的从容。在如此的忙乱与
焦虑中，“有用的一技之长”成了人
们唯一的安身立命的依据。

此前，日本文部大臣下村博
文给全日本 86 所国立大学下达
指令，希望采用必要的步骤和措
施，取消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部组

织或转型，以便更好地满足社会
需要。

2006 年 7 月底，美国康奈尔
大学发布了一项研究：家境优越
的孩子更倾向于选择历史、文学
等文科专业；选择计算机、物理等
理工科专业的则更多是家境不好
的孩子。因为理科，如计算机专
业的毕业生年平均收入会比人文
专业的高 2.5 万美元。这项调查
认为，对于所有学科，弱势家庭的
孩子想取得一定的学术地位都相
对于强势家庭的孩子占劣势；但
对于理工科来说，这种劣势要小
一些；而对于文史类，这种劣势则
极其明显。

人文学科无可避免地式微，
这真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结论。

默然，寂寥。随手翻动手边
的书，看到了柳永《八声甘州》的
半阙词：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一番洗清秋。

渐霜风凄紧，
⋯⋯
细心体会这缓缓流布的目

光，渐起渐伏的心绪；耐心咀嚼一
字一句的韵味与分量。这样的心
境，这样的美好，在这个时代，
凝固成了一个古典的背影，寂寂
地淡出。

在这个时代的主流人群眼
里，这一切是真真的过时了，我
想，唯有在那些渐渐变得另类的
文科生心里，还存有些回响。借
着这回响，这一群人葆有着最后
的精神家园。当在凄风苦雨、刀
光剑影的世间受了些风寒，遭了
些创伤，他们可以退回心灵的这
一隅，借这些有温度的文字和穿
越时空、亘古常在的情怀治愈疗
伤。比起“一技之长”，这些，难道
不应该是我们给予后代子孙最好
的精神遗产和防身的利器吗？

（作者单位：北京人民广播
电台）

学文科还是学理科呢
豆荚

温馨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