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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家教周刊 父母课堂 请扫描关注“家庭教育之声”·

“写诗的能耐，本来就在孩
子们的天性里。”“写诗，是孩
子学习使用汉字、开启内心想
象力的最佳方式。”“所有孩子
都应该学会阅读和写作，爱阅
读会写诗的孩子，长大以后就
知道如何面对孤独，就不会沉
迷游戏。”

槐树掩映的胡同深处，北
京南锣鼓巷边上的小众书坊，
一个诗歌主题的书店，角落里
有个专门给小朋友们准备的孩
子诗园。9月3日，中国社科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法语翻译家
树才给一群 5 岁到 8 岁的小朋
友上了一节诗歌课。就像树才
的新书 《给孩子的 12 堂诗歌
课》 里描述的那样，现场的小
朋友听着听着就动手写 （有的
其实是“说”） 了起来。

童心即诗

为什么教的主要是5岁到8
岁的小朋友？树才说：“三年级
以下的孩子童心更加完整，想
象力更加生动鲜活，五年级到
初中的孩子，喜欢用成语、作
文‘主旋律’那套，童心已经
丧失得很厉害了。”

作为诗人和翻译家，树才
的儿童诗歌教育是从“童心即
诗”这个公众号开始的，后来
又通过网络视频给孩子一周讲
一节 15 分钟关于诗歌的讲座，
内容包括法国诗歌、日本俳句
等。虽然面向孩子，但实际上
更多的是给爸爸妈妈们听的，
听众其实介于大人和孩子两者
之间，最多的一次有六七万人
收听，一年下来带出近三百个
学生，遍及十几个国家。

树 才 常 说 “ 童 心 即 诗 ”，
他认为小孩写诗不图名不图
利，就是图一个开心，把感觉
倾泻而出，好多句子都非常动
人——

昨天晚上
我和蜡笔在白纸上跳舞
留了一幅美丽的画

（柴新语）

昨天弟弟左踹我一脚
右踹我一脚
昨天弟弟和我一起做了些

傻事
昨天弟弟把我打得稀巴烂
昨天弟弟像小羊一样温柔
昨天弟弟把我气得变成一

头狮子
但是今天睁开眼睛
我依然爱我的弟弟

（邓兰泽）
昨天躲了起来
并不是过去了
昨天只是躲了起来

（心心）
这些孩子现场即兴创作的

诗，生动地印证着树才的观
点——“只要让孩子放松，让
孩子练习怎么说出看见的东

西，让他对看见的东西展开想
象，就可以得到一首诗的第一
节和第二节。第一节是看见
的、实的，第二节是想象的、
虚的，诗歌之道就是虚实之
道。我教孩子们怎样为自己的
感觉找到合适的词语，让孩子
玩着把诗写了，这是我的目
标。”

个性是宝

大字不识的孩子写诗，怎
么教？树才认为写诗就是在语
言的水里游泳，他的教法就是
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写，而不只
是欣赏。面对这群大多数从来
没有写过诗的孩子，他提议大
家用15分钟的时间，一起来写

《昨天》 这个题目，没有规则，
没有要求，鼓励大家发挥想
象，天马行空。

昨天我做梦
我和多多结婚了

（婷婷）
秋天风轻轻地吹过
惊醒了梦中小仙女
咦，风里面怎么有一个小

仙女
我问小仙女说
能让我回到昨天吗
她伸个懒腰答道
昨天已经化为刚才的一片

微风
永远抹去了

（孟和）
昨天我在天空之城玩
我被雪包了起来
我真想再退回昨天
好再玩一天

（白小盼）
昨天我和伙伴一起玩
昨天我和妈妈一起吃饭
昨天我用积木拼出一辆卡

车
昨天我开心又快乐
昨天像一阵风消失在城市

的灯光里
（李开同）

树才惊喜而得意地点评这
些孩子“写得莫名其妙地好”，
他说孩子是人类生命中最接近
诗歌的状态，他们就活在诗
里，尤其是在家庭、在父母的
爱的氛围里，孩子对世界是信
任的态度。不像大人总想说道
理，孩子只是说感觉，诗歌就
是感觉，感觉直接击中了，诗
歌的力量就出来了。

“写童诗，我比不过孩子，
我所教给他们的东西微不足
道，我暗地里是拜孩子们为师
的。”树才一脸真诚地说。

除了动手写，树才也带着
孩子们欣赏好诗，比如日本优
秀诗人金子美铃、法国诗人彼
埃尔·勒韦尔迪的诗。他希望
孩子们用心去感受这些特别好
的诗，比如金子美铃的 《春的
早晨》：麻雀们合唱/天真好/睡

呀睡呀/小睡猫/上眼皮想要睁
开/下眼皮却不愿醒来/睡呀睡
呀/小睡猫。“它的深也是它的
浅，它的晦涩也是它的透明，
又短又特别形象，孩子凭着他
们的天才和智力是能察觉出来
和理解到的。

树才特别强调孩子自由表
达自己的活泼和个性。“诗歌一
方面表达人类的孤独和痛苦，
一方面带来的是愉悦和放松，
我希望能让孩子体会到诗歌并
非多么伟大、遥不可及的东
西，诗就在他们的感觉里，就
在他们每天和万事万物建立的
一点关系里。我更希望让孩子
们珍惜自己的个性，诗歌里，
个性是最大的财富。一个人懂
了 诗 歌 ， 他 就 懂 了 —— 生 活
着，要自然要自由，这样才能
自在。”

先要有趣

昨天从窗边走过
我想追上他
但是却永远追不上
昨天追不上
我一定要追上今天
因为如果追不上今天
等到下一天
他就变成昨天了

（优优）
昨天晚上我的牙松了
我把我的牙拧来拧去
我心想要是用剪子铰掉
牙就好了
我把我的牙舔来舔去
结果我舔不回来了
但我往另一个方向拧了一下
我的牙掉了

（马梦一）
“孩子对诗的领会，比我们

大人想象的更快、更深。”北师
大文学院教授陈胜太点评这两
首小诗说：“第一首很有哲理，
并不直接说要珍惜时间，跟古
诗讲的道理差不多。写牙齿脱
落，把身边发生的事情用很戏
剧化的方法表达出来，是最难
的，而且他自己根本不觉得有

什么技巧，写得非常好。”
陈胜太认为父母应该给孩

子更多的成长空间，跟着孩子
学习、成长，以孩子为老师，
很谦虚地帮助他们，引导他
们，我们这个世界才会变得越
来越好。

昨天他孤孤单单的
乱七八糟的
如同一个狗窝一样的房间

让我来整理
昨天树上有一片树叶
那是一片即将枯黄的树叶
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洞
我知道那是明天的来信
快告诉
他要飞来拜访我

（胡萝卜）
飞上蓝色的天空
昨天躲了起来
明天正要来到
独一无二的今天
我去找昨天
昨天走了
明天来了

（李舒然）
昨天我画的速写不太好看
她的嘴巴好像是在生气
我本来是一个美女
却把我画得太难看了
可我的另一组画
眼睛在对我微笑说没有关

系
你会画得很好看的

（刘金）
树才特别希望恢复诗歌“首

先是有趣”这个特质，他说日本
的俳句有上千万人在玩，并不是
要表达什么意义，也起不到什么
教化人民的高大上的作用，但是
人在使用这种语言表达内心的
时候，一方面打发了时间，一方
面使内心得到呈现。

“写诗是个快乐的游戏，要
花时间，要动用人生的经验，
有时候还会反过来塑造你的人
格，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希望
每个孩子都能参与这个有趣的
生命游戏，比如用写诗的方式
来记日记，父母要做鼓励者、
倾听者和记录者。”

孩子玩着就把诗写了，家长要成为孩子写诗的鼓励者、倾听者和记录者

“每个孩子都能参与写诗的游戏”
本报记者 杨咏梅 教育是一种等待。就像茧虫已裂缝，蝴蝶

正在痛苦地挣扎，如果有人拿起剪子把茧剪
开，帮助蝴蝶脱茧而出，但蝴蝶却因身体臃
肿、翅膀干瘪，根本飞不起来，不久还会死
去。蝴蝶必须在痛苦中把翅膀练强壮了才飞得
起来，脱茧过程必须自己完成，必须等待。教
育孩子也必须遵循规律，必须经过多次从感
受、体验、实践到反思、理解、领悟的过程，
甚至无数次循环往复才能逐步实现目的，也要
学会等待。

一次我带着未满 3 岁的外孙女桐桐在院子
里散步，桐桐手里拿着酸奶，兴奋地左奔右
跑。突然，她一不小心被藤蔓上长满小小硬刺
的葎草缠住了右脚，甩了几下也摆脱不了。桐
桐很机灵地用左脚去踩住藤蔓，右脚试着往上
提，结果还是不行。我站在一旁，丝毫没有去
帮忙的迹象。只见桐桐弯下腰，先是用左手使
劲拽着藤蔓，又把酸奶换到左手，用右手再去
使劲拽，拽得小脸通红，还是没能拽掉。我微
笑着对她说：“宝宝真棒！宝宝一定行的！宝
宝加油！”桐桐看了我一眼，把酸奶放到地
上，两手一起拽，可是还是不行。后来，桐桐
似乎发现了什么，她不再乱拽了，而是拎着藤
蔓的一头试着向反方向绕，不一会儿脚就从藤
蔓中“逃离”了出来。我连忙给她鼓掌，并伸
出了大拇指。桐桐红着脸得意地笑了，轻轻捡
起地上的酸奶，欢笑着继续向前奔去，那笑容
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灿烂。

教育家卢梭曾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
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
个秩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
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如
果我一开始看到桐桐遇上麻烦就去帮她，固然
能简单地解决问题，但却取代了孩子的坚持、
责任与孩子思维的火花。久而久之，孩子以后
只要遇到问题，就会养成动辄找大人帮忙，轻
易放弃挑战的习惯，而不是去主动承担责任，
去思考，去尝试，去坚持，去学会自己解决问
题，甚至一遇到问题就大哭大闹，像那只“受
助”的蝴蝶一样，永远“飞”不起来。

有时候，家长的袖手旁观实质是一种温暖
的等待。安静的等待，其实是比代劳更智慧的
教育。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期，需要做父
母的怀着一份美好的期待，静静等待并陪伴着
他们慢慢成长，相信父母的耐心等待一定能收
获惊喜。

（作者单位：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学会等待
陈惠芬

一线扫描一线扫描
微言微言

有个妈妈问我：“我的女儿六年级了，成
绩不错，一般在班上总能在前五名。平时和我
也很亲热，无论什么事都愿意告诉我。前两天
带女儿去同事家做客，同事家孩子和我家女儿
一样大，期中考试得了年级第一。我真是很羡
慕，说了自己女儿几句：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不能光满足班级前几名，要争取年级第一！女
儿满脸不高兴，回家后几天了也不理我，我不
知道做错了什么？”

看起来这位家长和女儿相处得很好，女儿
成绩好，也让妈妈非常骄傲。家长关注孩子的
成绩，在与同事、朋友谈论孩子的时候常常会
说起孩子成绩如何，是十分正常的。同事间聊
天常常提到孩子的成绩，往往都会夸奖别人家
的孩子，又常常把别人家孩子的优点和自己家
孩子的缺点相比较。如果孩子不在场，孩子成
绩好些的家长似乎表现得很“谦虚”，孩子成
绩差些的家长往往表现出羡慕，这是无可厚非
的。但是，孩子在场时情况就不同了。

成绩好一些的孩子，听了这样的话可能有
两种不同的反应：或者被激励，使孩子进一步
努力；也可能变成一种麻醉，使孩子自满、飘
飘然，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成绩差一些的孩子
也可能有两种反应：或者成为一种动力，使孩
子发奋追赶；但也可能会使孩子怀疑、退缩、
否认自己，认为自己学不好，不可能学好，学
习没有希望了。

人都希望得到表扬，孩子学习的动力，很
大一部分来自老师、家长不断的表扬和鼓励，
希望自己任何一点进步，哪怕是很微小的提
高，都能得到肯定。孩子借助老师、家长的表
扬和鼓励来建立自信心，转换为对自我的肯
定，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和坚韧的毅力。孩子经
常听到家长在外人面前说自己成绩不好时，体
验到的是不认可、是否定。尤其当孩子“压力
变为动力”的能力相对比较差的时候，就会对
学习没有信心，以至于成绩逐步下降。

更大的问题是影响亲子关系的后续反应。
一旦孩子长期得不到认可，就会产生对家长的
疏离，甚至怨恨。当孩子感到怨恨而无助的时
候，潜意识中就有可能以不学习来对抗。

孩子的成绩能保持班级前列已经很不容易
了，这位母亲在同事面前对女儿的成绩不满
时，考虑过女儿的感受吗？呵护亲情是家长的
首要任务，况且，对学习的评价不应单一局限
于成绩这个指标，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关注的内
容。

（作者系苏州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指导中
心首席“苏老师”）

当面议论孩子成绩
得不偿失

李建军

树才点评胡萝卜现场即兴创作的《昨天》。 青豆 摄

不久前我去英国，住在当地一
位朋友的家里。晚饭前我惊讶地看
到，朋友 9 岁的儿子约翰像个大人
似的准备餐具、端菜上桌，晚饭后
又一趟趟地往返在饭桌和厨房之
间，把需要清洗的餐具放进水槽，
并逐一清洗起来。看着孩子忙忙碌
碌的样子，我很心疼，连忙站起身
来打算帮忙，却被朋友制止了。

朋友说：“你不用插手，约翰
会做好的。”我好奇地问：“这么小
的孩子，不怕把碗碟摔破划伤自己
吗？”朋友笑笑说：“你太小看孩子
了，约翰从 5 岁开始就练习洗碗
了。”

看着我难以置信的样子，朋友
解释说：“约翰 5 岁的时候对洗碗
发生了兴趣。那一次，约翰不仅把
自己浑身弄湿，还打碎了碗。他吓
得直哭，以为我们会责怪他。我什
么也没说，只是给他洗了澡，换了
干净衣服，然后系好围裙，给他仔
细示范如何才能把碗洗得干干净
净。在我的示范下，经过多次练

习，约翰慢慢学会了洗碗。”
半小时之后，约翰做完了厨房

的卫生。我想，这下他该休息一下
了吧，谁知，他又跑到屋外的草地
上操作起了除草机⋯⋯我被惊得目
瞪口呆！

朋友说：“约翰今年 9 岁了，他
要做的家务还不止这些。作为男
孩，除了常规的家务，还要帮忙洗
车，冬天的时候要扫树叶、扫雪，另
外，还要逐渐学会修理草坪、换吸
尘器里的垃圾袋、擦玻璃、换灯泡、
修理家里的水管、电器，甚至连修
汽车也要能略知一二。”

“天啊，你也太狠心了，让这
么小的孩子干这么多家务，你也不
怕他做不好，再说这样也有安全隐
患吧？”我有些惊讶地问。

朋友说：“在英国，孩子不论年
龄大小，都是重要的家庭成员，也要
像大人一样负起该负的责任，而承
担家务则是最好的方式。孩子一开
始当然是不会做家务的，但英国家
长实行的是‘试错教育’，孩子做家

务时，家长只需要在旁边时时监督，
不但能保护孩子，还能及时纠正错
误，并给他们做出正确的示范。经
过多次练习和尝试，吃一堑，长一
智，让他们在错误中成长、成熟。你
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语叫做‘实践出
真知’吗？小孩子一样有试错的权
力，老怕做错，什么也不让他干，那
他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学会呢？”

朋友的一席话让我感慨不已，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国内的父母
总是习惯一手包办，抢着帮孩子把
问题处理掉，以为孩子长大自然就
会做了。其实，不让孩子练习，呵
护过度，怕孩子不能胜任，甚至受
伤，孩子难道会一夜长大？

英国家长的“试错教育”给我
上了生动的一课。爱孩子，就要给
他尝试失败的机会，因为每一次失
败都是成功的伏笔，这样才能让孩
子学会如何规避风险，慢慢成熟。
那些和我一样常常为孩子冲锋陷阵
的父母，向英国家长学学“试错教
育”吧。

学学英国家长 允许孩子“试错”
王雪梅

“不要在缺钱时，才说爸妈
我想你了。因为我们对你的思
念无时不在⋯⋯”8 月 27 日浙
江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新疆乌
鲁木齐市第一中学教师郭公礼
作为今年6400名新生家长的代
表，在演讲中说的这句话，戳中
了不少学生和家长的“痛点”，引
发了强烈共鸣。

“我教的学生今年共有 13
人考入浙江大学。”郭公礼告诉
记者，“我的孩子今年也考上了

浙江大学。现在网络发达，信息
海量，孩子们整天离不开手机，
忙起来就没时间和父母联系。
我这样说，就是希望离家的孩子
能够和父母多联系、多沟通、多
交流，并不是指责孩子们只会要
钱，而是想鼓励孩子和家长多多
交流。”

眼下正值新学期开学季，送
别孩子的父母，以及离开父母的
孩子，心里都有难以割舍的亲
情。然而，过了这阵子，学生该

如何感恩父母，以及和父母建立
起畅通的沟通和交流的常态，却
并不那么容易。这也是为何“不
要在缺钱时，才说爸妈我想你
了”这句话能引发讨论和思考的
背后原因。

郭公礼说，由于学业繁忙，
压力比较大，一些孩子渐渐淡忘
或者减少了和父母的沟通联系，
更多的时候，是在缺钱的时候才
想起父母来，久而久之，就会给
父母这样一个印象：孩子只会要

钱的时候，才想起父母。
“现在的独生子女不善于表

达自己的情感，加上学习压力
大，孩子和父母之间就容易产生
隔阂。”郭公礼说，“与父母联系
和沟通过少，对增进孩子和父母
的感情不利，也对孩子的成长不
利。”这一点，郭公礼有切身体
会，他说，“虽然儿子学习自觉、
上进，不用我操什么心，但和我
的沟通还是很少。现在通讯这
么发达，我希望孩子能和父母多

交流。”
郭公礼的老家在安徽，大学

毕业后便离开家乡，远离父母，
来到新疆工作。郭公礼说：“这
句话是说给所有大学生听的，希
望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不因离家
上学而出现沟通困难。”

今年大学毕业，刚入职乌鲁
木齐一所中学的新教师于心告
诉记者：“‘缺钱时才说爸妈我想
你’的现象在高校并非个例。有
时候父母打电话来，还不愿意多

说两句，总是匆匆挂断电话。”
怎样做才能让远离家庭的

大学生和父母多沟通多交流
呢？郭公礼认为，最重要的是
孩子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要感
恩父母的养育和培养，心灵深
处要有对父母的爱。还要加强
情感培养，爱就应该说出来，让
父母感受到，让孩子从虚拟世
界走到现实生活中来，增进人与
人的交流，否则，即便想表达也
说不出来。

“不要缺钱时才说爸妈我想你了”
本报记者 蒋夫尔

温馨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