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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家教周刊 父母课堂 请扫描关注“家庭教育之声”·

一次期中考试过后，女儿
的同桌梅莉考试总成绩又排在
了全班第一名，女儿以两分之
差再次屈居第二。女儿不服
输，在心里暗暗铆劲儿，一定
要超过她。

一天上自习课，梅莉被一
道数学题难住了，她向女儿

“不耻下问”。梅莉在数学方面
没有女儿天赋好，性格又极其
内向、腼腆，不敢开口直接问
老师。其实，那道题女儿是会
做的，但女儿不想告诉梅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女儿
内心强烈地嫉妒起她的同桌梅
莉来，女儿嫉妒梅莉每次考试
都能拿全班第一。于是，女儿
淡淡地跟梅莉说：“真抱歉，
这道题我也不会。”

那天回家做完作业，女儿
忐忑不安地把这件事说给我
听。我听完后，陷入短暂的沉
思中：女儿和梅莉曾经是那么
友好和快乐，每天放学，女儿
都和我说起她的同桌梅莉，说
她聪明、漂亮、有爱心。可是
现在，女儿竟和她以前每天津
津乐道的同桌梅莉貌合神离，
我知道这都是“嫉妒惹的祸”。
如今，女儿已经深陷在“嫉妒的
沼泽”里难以自拔了，我有责任
帮助女儿走出来。

我没有直接对女儿的行为
做出评论，而是耐心地给她讲
了这样一则小故事：瑞典有一
个名叫诺贝尔的人，他在读小
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名列班上
的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个
叫柏济的同学独占。有一次，
柏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无

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同学私
下为诺贝尔感到高兴说：“柏
济生病了，以后的全班第一名
就非你莫属了！”然而，诺贝
尔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反
而将其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
工工整整地做成完整的笔记，
寄给因病无法上学的柏济。到
了学期末了，柏济的成绩还是
维持全班第一名，诺贝尔则依
旧名列第二。然而，诺贝尔长
大之后，却成为一个卓越的化
学家，最后因发明了火药而成
为巨富。当临终之际，他将所
有的财产全部捐出，设立了全
世界最有名的“诺贝尔奖”。

最后，我对女儿语重心长
地说：“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与
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使他不
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
了后人对他的永远怀念与追
思。女儿啊，你要记住，嫉妒是
魔鬼，千万别让妒火烧毁了你
们之间珍贵的友谊！”

女儿听了我的话，羞愧地
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女儿
抬起头说：“爸爸，我知道该怎
么做了。”第二天放学，女儿高
兴地告诉我说，她把那道数学
题详细地讲给同桌梅莉听了。

后来，女儿对我说：“爸
爸，嫉妒是魔鬼，险些让我失
去了最好的同桌和朋友。不过
现在请你放心好了，嫉妒，我已
经把它从我的心里赶出去了！”

望着女儿一脸开心的样
子，我欣慰地笑了。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作者单位：哈尔滨市道

外区永源镇中学）

帮女儿走出“嫉妒沼泽”
佟才录

这个暑假，孩子即将上初中
的小帅妈妈，着实感觉了一把

“营地教育热”。原来准备让小帅
上上英语培训班就得了，可没想
到身边很多家长都给孩子选报了
各种夏令营。看到很多同学都玩
得特开心，小帅也嚷嚷着要报，不
过当小帅妈妈去咨询时，小帅同学
报的夏令营早已满了。最后不得
已，小帅妈妈请了年假，自己带着
孩子出去研学旅行一趟。“没想到
今年营地教育会这么热，明年还要
提前准备。”小帅妈妈说。

又是一年暑假，大大小小的
景区里，都是孩子们成群结队的
身影，各类夏令营活动持续火爆，
可以说家长们越来越看重这种“夏
令营式”的教育方式，而其中“营地
教育”以更专业化的方式释放出了
新的生命力，通过自然环境熏陶以
及领导力等方面的培训，帮助孩子

达到生理、心理、社交能力以及心
灵方面的成长。

营地教育为什么这么火

日前，第一届“营地教育+
体育”峰会在北京举办，旨在在
营地教育、体育、教育界搭建一
个“融合、创新、沟通”的桥
梁，探讨中国营地教育如何引入
体育元素，体育的核心精神如何
影响和塑造一代中国青少年。

会上，不少专家和营地教育
从业人员都表示，教育部等多部
委提出大力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实践活动以来，同时随着整个
消费升级，夏令营、营地教育迎
来了发展的春天。

根据中国营地教育研究院、
中国营地教育联盟在调研了 300

家营地教育机构基础上发布的
2017 年 《中国营地教育行业发展
报告》 显示，中国营地教育的存
量市场规模有 85.6 亿元，预计未
来 5 至 10 年将迎来一个极速爆发
期，市场规模将达到 4000 亿元。
市场上 60%以上的营地教育机
构，都是这两年新进入或新成立
的机构。

教育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
见》 提出，“研学旅行是学校教育
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
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实
践育人的有效途径。”这无疑是对
研学旅行教育模式的肯定，营地
教育则是研学旅行的重要方式。

营地教育的市场为何处于爆
发式增长？除了国家政策上的支
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家长们教育观念的改变。现在大

多是 80 后甚至 90 后的家长，他
们都是在新时代下成长起来的，
对于下一代的教育理念更加开
放，也更加注重孩子的创新能
力、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随着
家庭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长
们让孩子“走出家门”的愿望和
需求越来越强烈。

让孩子找到自己的意义

营地教育的活动形式大体有
“游学式”和“营地式”两种。
“游学式”可能更偏重于增长见
识、体验别处生活。而“营地
式”则更加偏重孩子的动手实践
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在课程种
类上，营地教育形式种类细化，
课程内容也非常丰富，涉及军
事、科技、体育、艺术、人文等

领域，每个机构也都有自己的课
程特色，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
自己的课程。

据 了 解 ， 在 全 世 界 范 围
内，营地教育都被作为重要的
素质教育方式。美国营地协会
给营地教育的定义是：“一种在
户外以团队生活为形式，并能够
达到创造性、娱乐性和教育意义
的持续体验。通过领导力培训
以及自然环境的熏陶帮助孩子
达到生理、心理、社交能力以及
心灵方面的成长。”

在美国，全国有 1.2 万个各种
各样的营地，孩子从 6 岁开始就能
够参与其中，很多孩子童年的暑假
都是在营地里度过的。

论坛上，美国国际数据集团
IDG 中 国 区 副 总 裁 朱 东 表 示 ，
IDG 曾深度参与中国冰雪运动，
并与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举
办“冬博会”。“营地教育与中国
冰雪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机遇。因
为中国的孩子从小很少接触冰雪
运动，尤其是南方的孩子普遍缺
乏这种冰雪教育。但是随着科技
的发展，冰雪运动场地不再受地
理气候的限制，营地教育可以和
冰雪运动结合，能让更多的孩子
体验冰雪运动。”他认为，冰雪运
动也要从娃娃抓起。

研学、营地教育，既没有与
高考挂钩，也没有输赢概念，活
动能给孩子带来什么改变呢？中
国营地教育联盟理事长、世纪明
德董事长、青青部落创始人王学
辉说：“营地活动最重要的是在孩
子心里点燃‘一把火’，例如名校
研学，名校的大哥哥大姐姐会带
孩子游览名校，他们的现身说
法，会给孩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
榜样，让孩子种下‘我也要成为
哥哥姐姐那样的人’的梦想。”

营地教育大众化还在路上

让很多家长疑惑的是，尽管
营地教育的价格都贵得离谱，但
是还是有很多营地报不上名。北
京的郜女士本来准备给读初中的
孩子报一个上海的素质教育营
地，价格不菲，但去报名咨询时

才发现早就报满了。她还听说，
有些孩子居然从小学、初中开始
到读高中持续地报这个夏令营。

在 第 一 届 “ 营 地 教 育 + 体
育”峰会上，有专家指出，目
前，营地教育价格普遍较高，主
要因为当前营地教育仍然没有达
到大众化程度。

营地教育网创始人刘胜海认
为，营地教育价格较高有如下原
因：一是营地教育本来就是一个
低频的校外教育模式，很多营地
机构一年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寒暑
假，平时的投入肯定也要纳入成
本；二是营地教育很多都是重资
产投资，除营地租赁成本外，还
有很多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以
及课程研发、导师和辅导员团
队，高端的营地教育产品一般还
有外籍教师或教练，这些都是营地
教育收费价格高的原因；三是营地
教育在中国刚刚兴起，高端品牌的
营地教育产品还是稀缺资源，营地
教育机构相对竞争力小；四是中国
生源太多，部分家长认同“贵的即
是好的”，也是现在营地教育收费
高但仍火爆的原因之一；五是营地
教育相对研学旅行和旅游产品还
是有本质的区别，一个好的营地
即是一所好学校，融自然、人
文、艺术、体育、旅游等于一
体，包罗万象，寓教于乐，孩子
在营地乐不思蜀，导致营地教育
产品复购率很好。

刘胜海指出，营地教育项目
是不是越贵越好，关键是内容丰
富与否、是否对孩子有帮助，让
孩子在营地里寓教于乐的同时提
升自己，这才是营地教育的核心
目的。作为家长，首先要认知营
地教育的价值，它不是常规的旅
游产品和培训项目，最好选择自
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的项目，理
性消费，量力而行，切莫盲目跟
风甚至攀比。

国际营地协会主席约翰·乔根
森曾说：“要使营地教育得到更好
的发展，需要让人们充分了解营
地教育的价值。”营地教育不仅是
为了游玩，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
的兴趣、自信心、公民意识，提
高他们的合作能力、实践能力和
创造能力。

营地教育 在孩子心中点把火
实习生 邵子晨 本报记者 李凌

孩子之间发生冲突，有观点
认为：被人打了，你要打回去。
我个人不主张“打回去”，因为

“打回去”有两种可能：你可能
会赢，也可能会输。赢了，也是
暂时的，但是，输了可能终身都
输。所以，我更愿意叫“赢回
去”。

“赢回去”需要有智慧。处
理校园欺凌，有长远处理和应急
处理。应急处理要分析不同情
况：第一种是同伴间的相互冲
突；第二种是某个孩子有攻击习
惯；第三种是蓄意欺凌，以此满
足自己；第四种是校园暴力，如
敲诈钱财等，或纠集小团体以众
凌弱。不同的情况要采取不同的
应对方式。

对于第一种同伴冲突，如果
是自己错了，该道歉就要道歉，
缓解冲突是最高原则；对于第二
种，如果遇到有攻击行为的孩
子，应急处理就是躲开，然后再
报告老师、家长，而不是与其发
生正面冲突；对于第三种，遇到
了蓄意的暴力，就要用智慧先保
护自己的生命，避免玉石俱毁。
跑开还是回击，视情况而定。但
是，这只是应急处理，关键还是
要长远处理。

长远处理就是“赢回去”。
美国电视连续剧 《成长的烦恼》
里有一集讲到孩子在学校与同学
发生冲突，儿子要让爸爸打回
去。爸爸启发他，如果用拳头打
回去，对方用枪再打回来，从大
炮升级到原子弹，冲突的升级只
能两败俱伤，怎么办？爸爸对儿
子说：我能不能陪你到学校去，
跟对方和解做朋友可以吗？电视
连续剧最后，两个冲突的孩子握
手言和，成为了好朋友。这就是
智慧的处理。关键是父母，特别
是父亲要出面,要与对方的家庭
一起解决。

有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之间的
事应该让孩子自己解决，一定要
涉及对方的家庭吗？我认为不仅
应该让对方家庭参与解决，而且
要涉及整个班级学生的家庭。父
母千万不能仅仅教孩子几招，把
眼前的矛盾对付过去就完了，把
保护孩子的责任推给孩子自己是
不负责任的。即便孩子练了三头
六臂的功夫，还是需要父母给予
精神上的支持。

孩子之间打过了，如何化
解、和解，关键是有成年人介入
的“握手言和”，这点非常重
要。父母与父母、家庭跟家庭做
朋友。有一位爸爸，他请教育专
业机构在学校建立“家庭教育联
合会”，组织许多家庭一起学习
和活动。假如大家一起去郊游，
孩子们玩在一起，父母也互相熟
悉、建立情感，既能更掌握孩子
的情况，又能避免许多冲突，这
样，校园欺凌事件才能更好地防
患于未然。

对于校园欺凌，有一些学校
和家长会认为还不至于那么普
遍，或者认为如果公开讨论这个
问题，担心别人以为自己学校就
有校园欺凌。其实这是“报喜不
报忧”的心态。我们进行消防教
育就表示天天着火吗？进行生命
教育、安全教育就意味着天天出
事吗？防患于未然非常重要。实
际上，校园里的关系，也受到社
会的影响，成年人的世界如果是
弱肉强食、恃强凌弱，自然会影
响到孩子们。

我们常常感叹社会不公，可
自己尽了多少责任？你不可能独
善其身，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受欺
负就好了，假如你的孩子欺负别
人呢？为什么出现复旦投毒案、
马加爵杀人案等？你让自家孩子
不要成为马加爵，但是你家孩子
遇到马加爵怎么办？每个家庭都
是社会的细胞，“推动摇篮的手
是推动未来的手”，所以我在这
里要呼吁每一位家长，别人家孩
子的成长也是自己的责任。唯有
每个家庭都尽到责任，我们孩子
的未来、社会的未来才可能是美
好的。

（作者系上海炎黄文化研究
会齐家教育研究室主任）

打回去
不如赢回去

林志敏

大视野大视野

微观微观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我抱着 《窗边的小豆豆》《海
底两万里》《中国童话精选》 等好
几本家教专家推荐的书，对 10 岁
的儿子兴高采烈地说：“妈妈给你
买了很多好看的书，快来看看。”
正 在 画 画 的 玄 玄 抬 头 看 了 我 一
眼，不耐烦地说：“我不爱看！下
次你别给我买了。”我耐着性子
说：“好孩子，你翻翻好不好？这
些书都是写小朋友的，又有趣又
有意义，很多孩子都喜欢的。”玄
玄不情愿地放下画笔，把这些书
挨个翻了几下，然后说：“我可没
觉得有意思，不爱看！”我再也忍
不住，大怒道：“你必须看！这些
书看不完不许再画画看漫画！”看
我生气了，玄玄不敢再说什么，
随便拿起一本书噘着嘴看起来。

可看他百般无奈的样子，我
真没法相信他能真正读进去，只
好喟然长叹。

做教师多年，我深知阅读对
孩子的成长无比重要，可怎么才
能让天性不爱阅读的孩子多看点
书呢？我真是烦恼不已。

我发现，孩子也不是完全不
爱阅读，他爱看漫画书。我以前
觉得这种阅读并没有太多的积极
意义，坚决反对。现在，我决定
尊重他的心愿，不仅在书城欣然
购买他挑选的 《超级米迷》《阿
衰》 等，对他最喜欢的杂志 《漫
画 Party》 也每期按时给他买。看
到我真心尊重他的喜好，玄玄很
开心，有时也会给我点面子，偶
尔看看我推荐的书。我聊以自慰

地想，一点就一点吧，总比一点
也不看强啊！

光阴如梭，转眼玄玄上了初
中。第一次考试，他的语文、英
语成绩都不高，这就是不爱阅读
的后果吧？我无比焦灼，觉得自
己鸵鸟般的阅读培养方式已经不
适应孩子了。可孩子真心不爱阅
读，怎么办呢？后来我说：“你不
爱读，那我给你读吧。”玄玄不愿
意，我说我自己读，你爱听不听
还不行吗？

我先读他的课文，《岳阳楼
记》《邹忌讽齐王纳谏》《细柳
营》 ⋯⋯这也是我曾经学过的课
文啊，那么熟悉亲切，可年深日
久，有些字句竟然忘记了。当我
停顿迟疑时，儿子情不自禁放下

漫画书告诉我；有时他也不会，
我们就一起看书后注解。慢慢地
他开始听我读，不时插上几句。
有一次我读 《邹忌讽齐王纳谏》，
问他，妈妈时常夸你美是什么原
因呀？他应声答道：“吾妈之美我
者，私我也！”于是我们一起笑。
后来我又给他读英语，一边读一
边复习。孩子不再觉得英语和语
文枯燥难学，我们一起读得心花
盛开，快乐温暖。

每天晨昏闲暇，我用最温柔
的声音、最随意的姿势给儿子读
书，空闲多时会多读几篇，忙了
就只读一小段，诗词散文、故事
⋯⋯时间久了，他对有些书有了
兴趣，常常等不及我读完，自己
就去翻阅了。到后来，很多书我

只给他读了开头，他感兴趣就会
自己飞快读完。当然也有的他不
感兴趣，我就坚持给他读，不知
不觉中他也记住了内容。如此，
不费多少时间精力，就在潜移默
化中蕴积了文化素养，半年后他
的 语 文 和 英 语 成 绩 开 始 稳 步 提
高。不仅如此，我们更在一起读
书、交流、争论的过程中，有了
更深的爱和情谊。

他生病发烧，我给他讲“关
云长刮骨疗毒”，让他学会勇敢坚
强；行走在街上，我给他讲历史
朝代的兴衰。这些故事其实我知
道的也很有限，不过讲个大概，
激起了他的兴趣后，就找书让他
自 己 读 了 。 电 视 里 播 放 新 拍 的

《水浒传》《三国演义》 时，我们
一起观看，他问我书里书外的故
事，问来问去我也不知道了，那
就读原著吧。虽然有点吃力，但
因为有着熟悉的故事，所以大部
分也能读下来。

从前只知道自己读书是一件
幸福快乐的事，现在才明白，给
孩 子 读 书 竟 也 是 如 此 的 安 宁 美
好 。 尽 管 我 读 书 时 经 常 出 错 卡
壳，但我知道孩子毫不介意。在
他心中，妈妈的声音最美好最温
暖，妈妈的表情最生动最亲切，
妈妈的阅读让枯燥的内容变得有
趣，也让读书不再成为负担。为
孩 子 读 书 ， 让 我 们 更 加 亲 密 相
爱 ， 也 让 我 们 一 起 不 断 收 获 成
长。

（作者单位：沈阳市育鹏小学）

孩子，让我读书给你听
郭利

家教行动家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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