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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指给我通往世界的路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具有特殊的优势与
责任，母亲再好也难以替代父亲的作用。
家庭教育的原则之一是父母主体，而导致
今天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将父母主体变成母亲主体、父教缺位。

哈佛大学父亲角色研究专家罗斯·派
克研究发现，人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
亲密性，如慈爱、宽容、合作等；二是独立
性，如勇敢、坚强、责任等。母亲在培养孩子
亲密性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父亲在培养孩子
独立性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所以，最好的家
庭教育一定是父母密切合作的。

许多人青少年时代都有一个体验，即
在外边疯玩之后回家，见到父亲就像见到
警察一样。其实，父亲可能什么也没说，
就在那里做自己的事情，孩子依然感觉得
到他的威严。这种心理体验说明，父亲意
味着规则与监督、权威与可信赖。在没有
父亲参与的情况下，孩子往往缺乏规则与
必要的监督，当遇到难题时，孩子缺乏一
个可以信赖和参照的权威与榜样，这可能
正是许多青少年出现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

从孩子的成长过程和家庭教育来看，

有三个阶段特别需要父亲发挥作用，也可
以说是父亲的三大责任。

产前产后对母亲的关心与支持。父亲
的第一个责任，就是在母亲怀孕和生产前
后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为夫妻关
系和家庭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母亲在生
育过程中，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经历和
艰难挑战，有可能产生恐惧或抑郁等心理
问题，如果得到父亲的体贴和支持，母亲
有可能多一些自信和镇定。同时，母亲的
心态对孩子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母亲
充满自信和阳光，婴儿会感到安全，精神状
态积极活跃，反之亦然。总的来看，夫妻关
系是家庭最重要的关系，是影响家庭教育
的关键因素，父亲需要有高度的责任感。

在具有安全感的前提下帮助孩子走向
独立。依恋是婴幼儿与其他重要的人所建
立的亲密情感联结。心理学研究表明，婴
幼儿时期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是一个人形
成信任感和安全感的基础。

一般从出生到八九个月大，婴儿先建
立母子依恋，母子依恋在人的一生发展中
最为重要。到一岁半左右时，孩子开始形

成多重依恋，其中，父子依恋变得越来越
重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如果父亲承
担起养育责任，给孩子提供温暖、关爱与
支持，对孩子的情绪和社会幸福感的发展
非常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孩子过度依恋母
亲，以致长期难以独立，而有些母亲难以
摆脱或者享受孩子的依赖，这种情况下尤
其需要父亲发挥作用。安全的父子依恋对
孩子具有积极的影响，而且还能减少和缓
冲不安全的母子依恋带来的消极影响。

父亲应该充满自信，因为父亲有独特
的魅力。例如，在游戏方面，与母亲相
比，父亲是更受欢迎的游戏对象。在一项
研究中，让两岁半的孩子自由选择游戏伙
伴，三分之二以上的孩子选择父亲。

无论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还是实
证研究都证实，父亲在男孩性别发展中具
有重要作用。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在发展
过程中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模仿父亲的角色
和行为，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行
为。社会学习理论则强调榜样的作用，认
为父亲为孩子提供了一种男性的榜样和行

为模式，男孩往往把父亲作为未来发展的
模型去模仿。研究证实：如果父亲在家中
是果断的、具有支配性的，男孩往往表现
出高度的男性化；如果父亲在家里是软弱
的而母亲具有支配性，男孩会更多地表现
出女性化特征。

父亲对女孩的发展也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成为大
公司总裁或分公司总裁的女性，在某种程
度上她们与父亲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好父亲是孩子青春期发展的定海神
针。青春期是叛逆期，也是家庭教育中
的矛盾高发期。孩子的核心问题在于理
想 与 现 实 、 成 熟 与 幼 稚 、 独 立 与 依 赖 、
自制与放纵等方面，而解决这些问题的
最佳人选是父亲。北京一项家庭教育调
查的结论之一是，中学时期的家庭教育
要以父亲为主。

从青春期到真正成熟之前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是男孩四肢发达、头脑冲动的阶
段。他们的身高可能已经超过父亲，高水
平雄性激素在体内澎湃着，他们有强烈的
独立自主的冲动。这一时期是男孩最容易

出问题的阶段，也是父亲发挥作用最为重
要的时期之一。

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教授认为，对于
12 岁至 18 岁的孩子，父亲的教育最重要。
尤其是男孩，特别需要一位态度坚定、要
求严格的父亲的管教与激励。他需要一位
教练帮他强壮肌肉，并引导他如何控制自
己的力量，父亲就是最好的教练。这时期
男孩的头脑中有太多的想法和选择，可能
经常犯错甚至有出轨行为，他会迷失自
己，需要一位顾问的指引，而最好的顾问
正是他的父亲。

与此同时，青春期的女孩也需要父亲
的帮助，因为她们开始渴望与男孩交往，
却又缺乏经验，而父亲是她们最亲密、最
熟悉、最可靠的男性。有父亲的保护与支
持，女孩更有可能安全地度过充满惊涛骇
浪的青春期。

毫无疑问，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父
亲是需要学习的，而成为好父亲的过程是
男人走向成熟和幸福的过程。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
首席专家）

父亲的特殊优势与三大责任
孙云晓

父亲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三十
多年来一直在教育岗位上兢兢业
业。父亲和我之间更像是朋友，因
此每次有人好奇地问起父亲的教育
方法，我脑中闪现的不是他说过的
多么严肃深刻的道理，而是和他在
一起的很多有趣经历。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父亲一直
是个好脾气的同行者。我幼年牙牙
学语、蹒跚学步时，父亲在繁忙工
作之余会尽量留出时间来陪伴我。
似乎他总是想带我体验生活里的各
种可能，很小便教我打球、弹琴，
和我玩在一起。等长大一点，当我
遇到学习或是生活里的困难时，他
也很少端着长辈的姿态对我批评或
说教，常常是耐心倾听完我的苦
恼，然后给出他的见解。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因为转
学，刚到新学校功课一时跟不上，
结果周末在家写数学作业被一道题
难住了。可能是从小当惯了优等
生，当时我又急又气，也觉得丢
脸，坐在书桌前哭了起来。父亲闻
声赶来，他了解原委之后，先安慰
我说这些是老师没有讲过的内容，
不会写也很正常。等我慢慢平复了
情绪，他又道：“我们会学习很多
新知识，但以后不一定总有老师教
我们。老师没有讲的，我们也可以
试试自己学。你先不要急着做作
业，再难的题也万变不离其宗，先
把教材完整看一遍，理解透了再来做题试试看。”在他
的引导下，我把教材仔细看了一遍，真的很快把题目解
了出来。

在关心我的学习之余，生活里的他是非常有趣的
人，给我带来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爱读书，爱旅
游，爱探索未知的世界。童年时光里，我和父亲称得上
是非常铁的“驴友”，一起去过很多地方。只要他有机
会出差或旅游，我都能跟着他。我们一起去过广西北海
看白色的银滩，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还曾坐一通宵的
吉普车在陕北高原飞驰。

记得他有一次带着我去苏北，司机因为不熟悉路线
拐错路口，结果差点开到东海边上。后来发现走错路，
父亲却不恼不怒，带着我们在路边的小餐馆乐呵呵吃了
顿当地菜，又再启程往回走。他的乐观性格一直深深影
响着我，也正因为和他一同走过许多地方，我渐渐明白
了世界之大，而生活里让人烦恼的琐事显得那么微不足
道。

父亲非常爱书，有着读书写字的好习惯。我们家前
后搬迁过三次，不管在哪里，家里始终都会有个书房，
里面放满了书，还有每月一本的 《儿童文学》。那个书
房仿佛有魔力，小时候我在里面一待就是半天，每本书
里都有一个世界。父亲从不会拿着某本书告诉我必须得
看，因此我全凭自己的兴趣来挑选。记得家里有不少中
外名著，幼时的我拿起 《西游记》《水浒》 便放不下
来，觉得 《红楼梦》 太深奥，看了几页搁一边了。父亲
也不干涉我读什么书，任由我自己找寻读书的乐趣。

从父亲身上我明白了感受和表达是非常重要的两件
事——他不仅带我去感受现实和书本中的世界，也一直
注重对我表达能力的培养。记得某个夏天的傍晚，我俩
搬了凳子一道坐在阳台上乘凉。晚风拂面，头顶有明晃
晃的月光，往外看出去，远处的黑暗中是一片茂密的树
林。父亲转头问我：“你能不能用一段话描述眼前的景
色？”刚读小学的我词汇贫瘠得可怜。听我说完之后，
父亲先是给予充分的赞赏，也修改了我的几处用词，接
着告诉我他自己会如何描述眼前的景色。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父亲都是我的同行者。即便是
我工作离开家以后，通过最初的书信、电话，后来的短
信、微信或是如今的公众号，我们都始终保持着很好的
交流沟通。

后来我自己去了更多的地方，我也希望自己能陪着
他一起去看看我眼里的大世界。

（作者系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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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父亲的习惯、性格和为人处
世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子女的观
念和行为。回首自己的人生，深感家庭对我
的影响，尤其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已融入自己
的血液中。

我父亲傅正义今年93岁，曾任北京电影
制片厂总剪辑师，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2011年10月，获得中国电影金鸡
奖“终身成就奖”。著名电影演员、导演谢
添曾为父亲题词：“影视王麻”，意即中国影
视第一剪。

衣衫褴褛却光彩照人
我记忆犹深的一次父辈的身教是在“文

革”期间，农场的汽车送父亲和同事一行从
“五七干校”回来，我恰好在胡同口看见他
们。参加农活劳动的这群文化人“衣衫褴
褛”，一副“穷酸相”，神态却毫不尴尬，下
车后一路谈笑风生。我感到很诧异，短暂的
困惑之后，我仿佛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人
的价值不在外表，而在内涵。

与父亲同行而来的，多是当年北京电影
制片厂的精英。有著名的导演、演员、各专

业专家，如导演陈怀凯 （陈凯歌的父亲）、
谢添，演员赵子岳和总美术师池宁等。他们
根本不觉得自己衣衫褴褛，因为他们自身的
价值，个个都光彩照人。这次父辈们的不教
而教，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对名利的认识和
价值取向。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事在人为，天道酬勤，谈起自己的人生

经历时，父亲经常说到这两点。这是父亲的
人生感悟，又是传给子女的宝贵精神财富。

先说“事在人为”。父亲 15 岁入中国电
影制片厂当学徒，高小文化，起点甚低，

“丑小鸭”要变成“白天鹅”谈何容易。但
是，父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终于被电影界
誉为“中国第一把剪刀”。

父亲乐于思考，在长期剪辑工作的积淀
中 ， 提 出 剪 辑 艺 术 的 灵 魂 是 “ 剪 出 戏
来 ”。他剪辑了 200 余部电影和 400 余部

（集） 电视剧，如电影 《青春之歌》《小兵张
嘎》《虎穴追踪》《伤逝》《知音》等，如电视剧

《四世同堂》《红楼梦》《焦裕禄》《三国演义》
《千里跃进大别山》《狄仁杰断案传奇》等。其

中很多影视片获得“金鸡”“百花”“华表”（政
府）“金鹰”“飞天”奖及各地方优秀电影电视
片奖。

父亲是获得电影“金鸡奖”、电视剧
“百花奖”双奖最佳剪辑奖的第一人，2011
年 中 国 电 影 家 协 会 授 予 父 亲 “ 终 身 成 就
奖”。父亲是一个将“不可能”变为“可
能”的“丑小鸭”，是我心目中“事在人
为”的典范。

实现梦想需身体力行
天道酬勤，更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文革”前，父亲就萌生了写一本中国人自
己的电影剪辑专著的想法，三十多岁时开始
起草提纲，反复修改。同时，父亲参与组织
编辑出版了 《电影剪辑工作探讨》，其中的

《电影预告片的剪辑》，是父亲发表的第一篇
专业文章，大概是父亲“梦起步的地方”。

“文革”中父亲撰写的提纲被毁，资料
散失，父亲毫不气馁，恢复工作后重写提
纲、重整资料。当年我家住的是筒子楼，每
间屋子都很小，没有摆书桌的地方。父亲经
常是坐在小板凳上，以床当桌进行写作。

皇天不负苦心人，1994年父亲终于出版
了第一部专著 《实用影视剪辑技巧》。之后
的十几年，父亲又陆续出版 《电影电视剪辑
学》《影视剪辑编辑艺术》《剪辑人生》（自
传） 等专著。一个初始学历只有高小的“班
门弄斧”者，出版了 4 部影视剪辑专著，理
想终于通过勤奋变为了现实。

父亲的勤奋对我最大的启发是，“丑小
鸭”的人生也要有追求。实现梦想则要秉持

“事在人为”的信念，有志者事竟成，“天道
酬勤”必须身体力行。我深感自己受父亲的
影响，从小养成勤于学习、勤于积累、勤于
思考的习惯,终身受益。

不苟言笑却有情有义
父亲平时不苟言笑，却常怀感恩之心，

骨子里是个有情有义之人。1940年，父亲在
重庆考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学艺电影剪辑，师
从钱筱璋、邬廷芳、司徒慧敏等人。钱筱
璋、司徒慧敏都是地下党。解放后，司徒慧
敏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钱筱璋担任过中央
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

抗战胜利后，父亲随中国电影制片厂迁

至上海，后进入昆仑影业公司。在上海，父
亲在邬廷芳老师的指导下，剪辑了影片 《一
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
火》《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成长为
可以独当一面的剪辑师。

1995 年的一天，父亲回家很悲痛，说
邬廷芳老师去世了。他知道老师家境不宽
裕，决定给老师的遗属捐钱并开展募捐。
父亲在北影厂一个一个地拜会曾经在上海
电影厂、昆仑影业公司工作过的人，恳请
他们为邬廷芳老师遗属捐款。生活中的这
个细节，为我上了一堂如何做人的人生课
程。

我曾是延安地区黄陵县上山下乡的北京
知青，1994年应邀带着女儿参加“百名知青
回延安”活动。在回“第二故乡”拜谒黄帝
陵的时候，我向黄帝陵建设基金会捐款，感
谢黄陵乡亲的哺育之恩。正在上初中的女儿
说：“我是‘知青二代’，我也要捐款。”情
义无价，诗礼传家，人性的传承自有一份内
在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中
国家庭教育十佳公益人物）

父亲的不教而教
傅国亮

daddy

“大树”，是小时候我对老爸的昵
称，家里三个儿女只有我可以这样叫
他。父亲满心欢喜地做我的大树，为
我遮风挡雨，守护我的成长。父爱如
山，让我人生幸福充盈。

阅读兴趣的激发与培养

父亲解放前就读于医科大学，后
来做了行政工作。在我的记忆中，父
亲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那时家里只
有两间房子，5 口人住着非常拥挤。
我们家家具不多，但是有一大柜子
书，有自己家的藏书，也有从图书馆
借来的书。每天晚饭后常见的场景，
是父亲坐在餐桌旁捧着书读，我们姐
弟三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业。

对我们来讲，父亲阅读的内容并
不神秘，通常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他会讲前一天阅读的精彩片段。这种
碎片化的介绍，把我们的好奇心和阅
读欲望彻底激发了出来。放学后，我
往往会用最快的速度写完作业，然后
迫不及待地去阅读父亲没有讲到的章
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读了朱
可夫元帅的 《回忆与思考》，高尔基
的 《童年·在人间》。虽然对宏大的
历史背景并不理解，但是实实在在地
感受到了阅读的快乐与幸福。

悦纳自我的鼓励与夸奖

小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是大院里
最好的孩子。我爱说爱笑，礼貌待人；
会买菜、做饭、洗衣，还会整理房间；楼
里电闸的保险丝断了，我也会去换。
这一切都是被父亲夸出来的。

父亲表扬孩子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肯定性表扬，也有鼓励性夸奖；不

仅做了好事要赞美，没做事的时候也
给我们暗示性激励，让我们心甘情愿
地分担家务，学会好多生活技能。

“诡计多端”的老爸，让我感觉自己
无所不能。

10 岁那年，为了让我和姐姐粉
刷房子，老爸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夸我
们姐俩。“我女儿特能干”“一点儿都
不让爸妈操心”“都能自己当家了”，
这么肉麻的话说出来之后，我真的被
忽悠晕了。每天放学回家，我和姐姐
踩着三个板凳搭起的梯子，当起了粉
刷匠。

两个星期后，父亲从“五七干
校”回家，看着被我们刷成一道道的
墙，又开始夸了：“我闺女太能干
了，咱家房子真的白了好多，刷一遍
就白成这样，要是刷两遍，那得白成
啥样啊！”我和姐姐又乖乖地刷了两
个星期，墙还真的变白了。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阐释
责任伦理时，提到了事前责任与事后
责任。事前责任是一种可预知的责
任，意味着行动者在行动没开始的时
候就清楚自己的责任担当。父亲在指
导我们做家务的时候，不仅培养了我
们的生活能力，还让我们形成了悦纳
自己的生活态度。这些在我们还没有
开始做事时他就想到了。在这一点上
他可是既聪明又警醒。

历练生命的锤打与棒喝

从童年到中年，我一直是父亲最
宠爱的那个孩子。我 5 岁上学，心智
不成熟，丢三落四是常有的事儿，最
惨的一次把书包都给丢了。我泪眼婆
娑地回到家，父亲居然还安慰了我，

而且瞒着母亲，跑了几家新华书店把
书和文具给配齐了。等母亲发现，已
经是两个月之后了。

成年之后，我才发现父亲对我是
宠而不溺，在人生的关键处，会用当
头棒喝与响鼓重锤，催我励志奋进，
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1981 年，我和姐姐同时参加高
考。姐姐学习好，早早进入了备考状
态。学习成绩一直不好不坏的我却不
紧不慢地悠闲度日，看着杂书，对着镜
子发呆，下雨天还跑到阳台上数雨点。

情况发生彻底改变时，离高考只
有4个月了。起因竟是两支钢笔。

姐姐的钢笔不大好用，父亲买来
两支，一蓝一黑，英雄牌的。我正琢
磨选哪支的时候，父亲却把两支笔都
递 给 了 姐 姐 。 我 一 脸 茫 然 地 问 ：

“爸，我的呢？”父亲的回答让我始料
不及：“你又不高考，要笔干什么？”
这么呛人的话，父亲可是从没对我说
过啊，我一转身把快流出的眼泪硬给
憋了回去，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那天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机，我开
始在学校上晚自习，开始梳理知识
点，开始背书做习题。一个月之后的
模拟考试，全班 70 人，我从 20 名跃
居至第 2 名，那年高考的录取率是
11%，全校 1000 多人只有 5 个同学
考上了大学，我是其中之一。

父亲离开我们快23年了，亲人不
在亲情仍在。在我的生命中，父亲就
是一棵永远屹立不倒的伟岸大树。我
在他留下的沃土中成长，希望有一天
能与他比肩而立，达到他的精神高度。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

父亲是我生命中的大树
康丽颖

上世纪 50 年代的台湾正处于农工业起步，
每个人的家境大致上都不富裕，那时候还流传着

“增产报国”的口号，所以每个家庭几乎都生养
很多孩子。父母忙于生计，疏忽了照料孩子也算
稀松平常。

在那清贫的年代，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就是脚
踏车。小时候，每当傍晚时分，我和妹妹总在花
园门口等候爸爸下班，因为在他脚踏车后座，总会
载着“神秘礼物”，可能是一个大西瓜、一串香蕉、
几本故事书，或父亲最喜欢的花花草草⋯⋯总会
为我们简单的生活带来惊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的脚踏车后座
不再有神秘礼物，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流着黄鼻
涕、穿着脏兮兮制服的小哥哥，我和妹妹不解地
问爸妈为什么要常常载他们来家里？爸爸却不说
话，只是笑着摸摸我们的头。

爸爸是宜兰一家小学的高年级导师，也是教
务主任。在当时，小学生要经过联考才能升初
中，课后补习成为一种常态。但是爸爸班上有一
些学生交不起补习费，于是爸爸把他们带来家里
辅导功课。妈妈也任教于同一家小学，她非常支
持爸爸的做法，一回家总是忙着准备热腾腾的馒
头，先填饱这些学生的肚子，然后静静地在旁边
为他们的制服缝上新纽扣。

没有神祕礼物的这段时间，我和妹妹好像多
了许多哥哥一般。爸爸总是和蔼地对他们说：

“孩子，别难过！虽然你们的父母经济有困难，
但千万不要放弃升学的机会，老师会帮你们加强
功课，只要肯努力，将来一定可以脱离贫穷。”

有好几年的时间，不管晴天或下雨，爸爸总
是无怨无悔、不求回报地骑着脚踏车，载着学生
来家里补习，天黑了又送他们回家。在我十几岁
那年，爸爸因为操劳过度，生了一场病而离开了

我们。但是那群小哥哥没让爸爸失望，都顺利升
学，进入职场后有很好的成就和影响力。每年教
师节或过年，这些小哥哥都会来家里探望母亲。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些曾经受到父母照顾
的学生，总是不忘分享他们对我父母的回忆和缅
怀。特别是父亲在黑夜里骑着脚踏车送他们回家
的情景，已经成为他们人生中不可磨灭的惕励力
量。当时我的父母基于老师的职责与无私的爱，
以实际行动关怀和鼓励学生。正因为这份爱和支
持，激励了这些原本想放弃升学的孩子，让他们
在逆境中有奋力向前的动力，因而改变了他们的
命运。而我，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体悟到“爱是
无形力量”。这是父母在我人生的幸福存折里留
存的宽度和深度，一辈子受用不尽。

依循着父母的脚步，我踏上了教育之路。学
成后，我创办幼儿园，积极落实“每个孩子都该
得到尊重”的教育理念。一转眼，从事教育工作
已达 30 年，这其中有许多快乐与成就，难免也
有沮丧、低潮的时候。每当此时，总会想起儿时
父亲骑着脚踏车、母亲低头缝扣子的景象，内心
又重新涌起力量。我感念我的父母，为我做了最
好的示范，给我一个不富有但满怀温暖和关爱的
环境，让我充满勇气和想法，能坚守教育岗位，
信心十足地走下去。

及至我自己也为人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
中，更深切感受到父母的言教和身教对孩子影响
至巨。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具备良好的价值观，除
了自己身体力行，在生活中认真看待这些价值，
实在别无他途！或许有些父母会觉得负担太大
了，但是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这是与孩子共同成
长的好机会。

我想特别提醒父母的是，亲子之间的感情和
家庭气氛非常重要。许多父母觉得自己明明已经

做了很好的示范，孩子却不效仿还故意唱反调。
其实，在每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希望认同父
母。不过前提是大人能获得他们的敬爱与仰慕，
让他们有安全感。在充满信任和关爱的氛围中，
孩子比较容易接受父母的价值，尝试效法父母，
努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反之，经常严厉责
骂、处罚孩子的父母，即使出发点是好的、说教
的内容是对的，却很难成为子女的正面榜样。因
为，所有的教育方法都应该建立在良好的感情基
础上。

每个人一出生就会有一本自己的存折，里面
承载着来自父母、家庭和周遭环境的人、事、物
等，透过经历与内化的储存，孕育生命的能量，
而父母就是孩子生命存折里最大的金主。爱与智
慧的启导，是生命中最幸福的筹码。幸福感的能
量愈多，就愈能带领生命勇于攀越
高峰，跨越多重的障碍与考验。

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
用对教育的大爱和对子女
的关爱，使我的生命存折
拥有一笔丰厚的无形资
产，使我懂得以同样的
态度去面对我的女儿，
去 丰 富 她 的 生 命 存
折。女儿的幸福存折
里，必定还留存着许
多她想告诉她孩子关
于我们的幸福故事。而
爸爸脚踏车的故事，会
一直被重复述说着。

（作者系两岸优养优
教首席教育家，著有《AI时
代 慢养的勇气》）

爸爸的脚踏车
林美慧

儿子是“非典”那年出生的，出生
时体重只有2.5公斤，差一点就进了保温
箱。出生第二天，我们就给他取了个乳
名——壮壮，希望他长大以后能真的强
壮起来。

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我精心照料着
孩子的生活，每天给他吃饱穿暖，带他
晒太阳、散步、讲故事。儿子一天天长
大，身高、体重和语言能力都有了很大
发展。但是跟同龄孩子相比，还是显得
身体单薄，总容易感冒生病。他爸爸
说，等儿子再大点，一定要带他锻炼身
体，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壮壮”。

果然，等儿子快 4 岁时，爸爸开始
实施他的“育儿健身计划”。他先是带
儿子“远足”，几乎每天都出去走两三
公里，多的时候有四五公里。那时，儿
子对各种类型的车特别感兴趣，爸爸就
变着花样地带他去看跑在路上的各种车
辆。不知不觉中，儿子一走就好几公
里。

儿子快 6 岁时，爸爸开始带他在操
场上跑步。他给儿子定的目标是每长一
岁，就要每次多跑一圈。就这样，父子
俩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跑步，风雨无
阻，雷打不动。这一跑就是五六年，儿
子也从围着操场跑一圈到二圈、三圈⋯⋯
一直到十几圈。

每逢炎热的夏天，操场上有时连个
树荫都没有，父子俩就这样前后脚不停

地跑着；到了冬天，黑漆漆的操场上寒
风凛冽，父子俩仍然会准时出现在操场
上。有时我心疼儿子，看到天气不好，
就劝他们歇一天。儿子一听就流露出喜
悦之情，不料爸爸却常常语气坚定地
说：“这点儿苦，应该吃。”

说起来，跑步其实是一项非常枯燥
的运动，只有长期坚持下来的人，才会
一点点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儿子从小跟
着爸爸练跑步，一路上也是磕磕绊绊，
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故事。

记得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
玩滑板不小心摔断了左臂，胳膊上打了
石膏，前后有 3 个月不能运动。没想到
等拆掉石膏，终于可以锻炼时，儿子竟
不愿意动了。他故意躺在地上耍赖，脸
上淌满了泪水，祈求地看着爸爸，希望
能躲过跑步。眼看多次劝说无效，爸爸
就命令我也出去锻炼，这样家里就没人
了。儿子一看这种状况，知道没有什么
选择了，只好从地上爬起来，乖乖地跟
着爸爸跑步去了。

为了激励儿子，爸爸专门绘制了一
幅曲线图，可以清晰地显示从每周到每
个月乃至一年的跑步公里数和运动状
态。爸爸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年完成
1000 公里，儿子的目标是 800 公里。有
时儿子因感冒生病不能跑步时，他就自
己跑。儿子看到爸爸的跑步曲线不断上
升，而自己的曲线偶有停滞，也会有一

种紧迫感，便会努力在后来的日子里慢
慢补上。

儿子的第一个 10 公里跑，是在小学
五年级时的一个温暖的冬日上午跟爸爸
一起完成的。爸爸专门为儿子拍了一张
照片，郑重地贴在墙上。我们都为儿子
感到自豪，他自己也很激动。这个庄重
的仪式，大大激励了儿子的跑步热情。

就这样，儿子从一个瘦弱多病的孩
子，变得越来越强壮。更重要的是，跑
步锻炼了儿子的意志力和耐受力，让他
更能吃苦，也更有独立意识。儿子上初
中后，学校离家比较远，他很顺利地适
应了每天自己乘坐地铁和公交上学，往
返需要两个半到 3 小时，他也从来没有
喊过苦。

科学研究显示，提高意志力和自控
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锻炼。长期锻炼
不仅能缓解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焦虑，
还能改善自控力的生理基础，让大脑更
聪明、运转速度更快。如今，儿子已养
成了锻炼的习惯，在他学习压力大的时
候，或者考试期间神经紧张的时候，他
就会去跑步，或者邀上好友打打球。

孩子的成长需要妈妈温暖的怀抱，
更需要爸爸为他撑起坚忍不拔的臂膀和
人生引领。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爸爸
能送给孩子终身受用的礼物之一，就是
取之不尽的意志力和永不言败的精神。

（作者系本报记者）

他给儿子一份受用终身的礼物
北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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