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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家话

微言

孩子爱吃糖
父母怎么办

何以为父
——纪念一位善良温暖的父亲

鞠锋

边玉芳
【一】
我与先生的父亲、我的公公，第一次
产生交集，是在一个并不愉快的时刻。
我和我先生相识于大学校园。先生出
身农家，毕业后回老家成了一名农村高中
教师，而我选择继续读研。我的家人并不
同意我们的交往，敏感、坚强的先生决定
用考研改变命运。没想到辛苦准备了一年
的先生在报名之时被拒绝盖章，失去了考
研资格。当时，他几近崩溃，我登上最近
的一班火车，他的父亲也搭上便车，不约
而同地来到他身边，给他安慰和鼓励。初
见公公的印象已很模糊，只记得公公穿着
干净整洁的旧衣，话不多，却字字有力。
先生曾说起过公公的几件小事。当
时，先生被分去乡村中学当教师时非常不
甘心，不想去单位报到，公公却只说了一句
话：
“你再不去，过了这月 15 号就少拿半个
月工资。”先生叹息一声，还是去了。他所
在的乡村中学过年时会分一点儿猪肉，但
常常要在放寒假后去领。先生不愿意往返
骑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只为了拿那点儿
肉。公公知道后总是让他去拿回来。那时
我想，公公也是堂堂一个大男人，怎么在意
这些东西。在我心中，男人都要像参加过
抗美援朝的我父亲那样，我父亲在当地也
算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而公公的计算、节
俭，似乎离理想的父亲形象相距甚远。
我和先生结婚后的日子清苦，我们费
力买下的学校公寓房位置偏僻，连公交车
都不通。而我和先生的工作越来越忙碌，
女儿每天去幼儿园的接送成了大问题。
先生考虑再三，想请公公来杭州帮忙
照顾。我非常犹豫：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并
不好，公公年纪也大了，让老人来跟我们
一起过苦日子是否合适？还有我们没有与
公公一起长期生活过，大家能相处好吗？
没想到，我先生回老家和公公一商量，他
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更没想到，公公这一
来就与我们一起生活了 8 年时间。

公公刚来我家的时候，我们只让他负
责早晚接送孩子，其他所有的家务都由我
们自己做。可不到一个月，不知不觉间公
公已经接手了大部分家务。比如有时我因
为在备课或写论文，忘了做午饭，等我想
起来时发现公公已经做好了。公公就这样
默默帮我分担了很多家事。

【二】
与公公相处日久，才知道他也曾是一
个响当当的人物。
公公每餐爱喝一二两小酒，平时话不
多的他，微醺之后会说上一些往事。他读
过 3 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会烧窑看
火，这在农村也算一门了不得的手艺；他
是当地最早拥有自行车的人，年轻时又长
得帅，说起当年穿着白衬衫与一帮朋友骑
着自行车在乡村路上肆意穿行的场景，公
公的脸上满是自豪和得意；他年轻时还与
村里人比赛谁插的秧直、谁犁的地深，这
些农活他都不落后于人。
公公人生的高光时刻，是两个儿子同
时考上了大学。县里的广播站还专门宣传
过此事。荣耀的背后却是公公一家生活最
困难的时刻。公公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
要同时供养两个儿子上大学，这对一个农
村家庭来说何其艰难。我为自己曾经对公
公的误解感到羞愧。有时候，节俭并非是
小气，而是另一种担当。
公公对我的女儿也是疼爱备至。每天
早上，女儿不肯起床，爷爷总帮半梦半醒
的孙女穿好衣服鞋子后才从床上抱下地。
南方的冬天湿冷难耐，爷爷在被窝里给她
暖好衣服或用电吹风把衣服一件件吹热再
给她穿上。
公公是一位有着深厚生活智慧的农
民，在生活上教会了我女儿许多道理和常
识。吃饭时，公公会和她说每一粒米、每
一棵菜的来历；睡前，也会讲一些乡野间
流传的故事给她听。哪怕只是天边飘来一
朵云，公公都会靠在窗边教她识别哪一朵

是会下雨的云，哪一朵是只会打雷的云。
我的女儿如今成为了一名作家。虽然
她从小在城里生活，可在她的创作里，我
欣慰地看到对田野和家乡的描述，看到她
对生活丰富的感受力，看到劳动人民对生
活最质朴的热爱。
这也是公公给他的孙女留下的最宝贵
的人生财富。

【三】
8 年里，我们与公公相处和睦，没有
发生过一次矛盾。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
们的努力，更由于公公背后的支撑，我们
的家由清贫变为衣食无忧，我和先生的事
业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此时，我们有了
去北京工作的机会，为了女儿的未来，我
们辞别公公北上，从此聚少离多。
分别后的十几年间，公公的大儿子和
我的婆婆相继离世。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
人的伤痛和老伴的离去，公公的表现依旧
沉着理性，除了偶尔会一个人在灵堂里独
坐许久。
老人的身体一向硬朗。2020 年夏天，
我公公虚岁 89 岁，我们全家按照风俗给他
过了 90 大寿。我还记得他坐在喜庆的大
寿字下红光满面、微笑着给他的第四代发
红包的样子。没想到半年不到，他的身体
情况急转直下。转眼到了冬天，公公突然
说要给他做墓碑，
而且要求越快越好。
刚过元旦，我们在北京的家中接到电
话，说公公突然休克送去医院急救了。本
以为这是老人一次普通的生病，没想到这
次情况会那么严重。公公不愿意进 ICU 治
疗，直到大家劝他务必要支撑到我们回老

有一位妈妈咨询我，
她的
孩子不到 3 岁，特别爱吃糖，
怎么办？
光靠制止和打骂肯定是
不行的，
首先要思考和了解孩
子爱吃糖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
再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个问题，
尽量减少由于吃糖多对孩子
波子 绘
产生的不良影响。
家，他才勉强同意。我们赶回去在 ICU 见
事实上，
很多父母都不知
了他最后一面。他似乎已经忍耐得很辛
道孩子为什么爱吃糖，
容易简
苦，见到我们便流下眼泪，不再睁眼。我
单地归结为嘴馋，
其实孩子爱
们按他的愿望将他接回了家，不过几十分
吃糖，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钟后，他就走了。
一是母乳的甜味可能一
葬礼上，和公公感情深厚的女儿并没流
直烙印在孩子的潜意识中，
糖
太多眼泪，我有点儿惊讶，她只说我们并
的味道唤醒了孩子对母乳的记
不懂得爷爷的心。直到我翻开公公留下的
忆，
所以很多孩子喜爱甜食；
二
一本笔记，才明白女儿的意思。笔记本上
是糖分是大脑发育与运行的重
面仔细地记载了家中每一代、每一个人的
要物质养料之一，
孩子的大脑
姓名、生辰和联系方式。后面的发现更令
正处于快速发育阶段，
在生长
人心酸。在笔记本后部的某一页中，公公
过程中需要摄入充足的糖分；
将他生命中逝去的每一个重要的人，都记
三是儿童的味蕾更发达，
尤其
载了下来。
甜味能够给孩子带来更为美妙
“大哥，卒于 2006 年某月某日。
的味觉体验；四是甜食会刺激
二嫂，卒于 2008 年某月某日。
人脑产生更多的多巴胺，
这会
大儿，卒于 2009 年某月某日……”
让孩子感觉到快乐和兴奋，
有
最后一行，写着婆婆的名字。看得出
些孩子甚至因此产生
“糖瘾”。
那时候他的手已经酸软无力，一向苍劲的
还有糖果漂亮的包装对孩子产
字迹有点儿歪歪扭扭。难以想像，他是以
生难以抵御的视觉诱惑。
什么样的心情记下了这些，又是如何眼睁
了解孩子爱吃糖的原因，
睁 看 着 所 爱 之 人 一 个 个 离 去 …… 我 想 ，
父母就不会简单粗暴地对待
确实没有人能够懂得他！而我们从他那
这个问题，
也不能因为糖的诸
里得到的，却太多太多。
多负面作用就完全制止孩子
我的公公曾经给过我这个很早失去父
吃糖，
只能尽可能通过一些方
爱的人父亲般的温暖；
他一生良善，
他的榜样
法控制孩子少吃糖。
作用与教育让他的子女也都成为极其善良之
约法三章，
让孩子有规律
人。即使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老人
地吃糖。相比于强制，
约法三
也把最后的馈赠留给了他认为最需要的人。
章是比较好的方式。父母可
这就是我的公公，
一个善
以提前和孩子约定：饭前、饭
良、
温暖、
可靠的父辈。
码上听见 后和睡觉前三个时间段不能
（作 者 系 北 京 师 范
吃糖；吃糖前要告知父母一
大学儿童与家庭教育研
声；一次只能吃一粒糖。
究中心主任）
多种补充，
让孩子
“忘记”

吃糖。日常生活中，
父母可通
过多样化的食物来帮助孩子补
充必需的糖分，
比如每天都有
水果时间，
让孩子选择自己喜
欢的新鲜水果吃；还可以准备
一些含有糖分的辅食或健康小
零食，
如蔬菜条、
坚果泥等，
帮
助孩子转移对糖果的注意力。
不作奖品，
让孩子少看见
糖果。有的父母或老师喜欢
将糖果作为奖励，
这会让孩子
把糖果看得很重，
让孩子产生
错误认知，
容易激发孩子对糖
果的需求欲。不妨将对孩子
的奖励换成亲吻、
拥抱或者学
习用品，
或者带孩子出去旅游
之类。除此之外，
建议父母将
糖果放在孩子不容易看见或
者找到的地方，
减少糖果对孩
子产生诱惑的机会。
坚持原则，
大人保持一致
态度。不管是父母还是祖辈
都不能因为孩子哭闹就妥
协。如果老人在吃糖这件事
上有点儿溺爱孩子，
父母可提
前在私下和老人做好沟通，
比
如说清楚吃糖太多对孩子牙
齿和身体的危害，
大人尽量在
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生活处处皆教育。孩子
爱吃糖这个事情看似只是亲
子养育中的一个小问题，
但从
中也能反映出一些教养孩童
的原则和应该培养的孩子的
品格，比如要有节制，要能延
迟满足，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等。
（作者单位：江苏省靖江
市城北小学）

码上听见

聚焦课程思政 致力立德树人
——长春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侧记
明亮的教室里，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教
师正站在讲台上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中医
基础理论’
课程是中医药各专业入门课程，
也
是中医学专业学生树立中医思维、正确面对
未来职业的关键课程，在专业教学的同时，
我将以专业自信、职业自信、人格自信三个方
面为主线，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这
是日前长春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案例设
计”大赛的现场片段。比赛中，教师们依次
上台陈述自己对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思考
和设计，内容充满新意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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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案例设计”大赛带动了全校
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工作，是学
校常态化教学活动的缩影。近年来，长春中
医药大学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
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通过举办形式多样
的教学活动带动广大教师积极进行教学改
革。如今，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彰显成
效，形成了一批教学研究成果，打造出一批
课程改革示范课程，培养了一批品德高尚、
热心教学、关爱学生的优秀教师，实现了思
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效统一。

全体动员 让课程思政的意义深入人心

“‘课程思政’是什么？”3 年前，听到
“课程思政”这个新名词的时候，基础医学院的
青年教师魏岩是一头雾水。学校举办的一场名
为“一线教师如何开展课程思政”的主题报告会
让她豁然开朗。在那场报告会上，
张黎声以上海
中医药大学“人体解剖学”
课程为例，
向长春中医
药大学的一线教师们讲述了什么是课程思政、如
何进行课程思政，
对开展课程思政中可能遇到的
问题，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听完报告会，
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课程思政’
的本质是
立德树人，只有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
在知识传递中实现价值引领，才能真正引人以
大道，启人以大智。
”魏岩说。
这场报告会也正式拉开了长春中医药大学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序幕。特别是 2017 年 12 月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的
印发，进一步推动了学校课程思政改革的步
伐。学校召开了全校范围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动员大会，在省属高校中率先开启了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的进程。在动员大会上，长春中医药
大学党委书记张兴海向全校教师发出了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的动员令，号召全校党员干部、广
大教师履行教育职责，积极参与课程思政改
革。
“党和国家大力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本
质上还是要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高等学校落
实立德树人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抓手。课程思政
改革不仅仅是课堂教学问题，也是我们的教育
理念、教育改革的方向问题，更是贯彻落实关
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
全面领导，坚持把党的建设与教育事业相融
合、与学校发展相结合，着力完善思想政治工

作的新载体、新路径的重大举措。”张兴海说。
至此，全校掀起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热潮。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大家发现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有的教师用
思政内容取代了专业教学，把专业教学与思政
教育割裂开来，影响了专业课教学效果；还有的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强硬地加入一些价值观的传
授，没认识到课程思政改革必须要重构专业教
学内容和方法，“两层皮”“碎片化”现象非常
严重。
于是，又一个问题接踵而来：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究竟该怎么改？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副
书记、校长宋柏林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课程
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即任何课程教学都肩负
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线教
师需要在每一节课程、每一个知识点里都要体
现思政内容，而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
内容有意识、主动地融入和运用，不能为了融
入而融入。
”宋柏林说。基于此，学校组织一线
教师边学边改、边建设边实践。一方面邀请上
海大学教授顾晓英等多位知名专家来校作专题
报告，并开展具体的课程指导；另一方面组织
教师集体赴上海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学习先进改
革经验。学校还积极组织举办各类教学活动，
帮助一线教师全面提高教学改革能力，促进课
程思政改革走向实处。3 年来，学校组织课程
思政教学工作坊、教学思想大讨论等活动 30 余
场，组织课程思政系列讲座 10 余次，先后成立
了倒序设计教学工作坊、数理统计教学工作
坊、PPT 制作教学工作坊、线上教学改革教学
工作坊等课程思政改革团队，为深入推进课程
思政改革提供了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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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建设 让课程思政改革落地生根

为加快改革步伐，2018 年 1 月，学校出
台了 《关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实施意
见》，对课程思政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确
定了学校党委主抓、教务处主管、学院主
责、教研室主体的改革框架，拉开了课程思
政全面改革的序幕。经过近 3 年的系统建
设，长春中医药大学建设了一套以“一横”
“一纵”“一深化”为特点的中医药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模式。
“一横”是指横向强化四个重点建设，
拓宽课程思政改革新路径。一是重点示范课
建设。学校先后启动了 3 批课程思政改革示
范课建设遴选工作，共建成涵盖医、工、
管、文等 4 大学科门类的课程思政改革示范
课 150 门。深入挖掘、提炼专业课程的德育
内涵和元素，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实
现了育人目标。二是重点示范教材建设。学
校开展了课程思政教材的立项研究，推进爱
国主义情怀、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文化自
信、人文精神等课程思政德育素材有机融入
教材、讲义、教案，形成自身特色。2020 年
组织编写了 10 本专业课课程思政辅助教材
（讲义）。三是重点教师和示范团队建设。学
校选树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中医学院团队开设了“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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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学术思想传承课”，为学生传授国医大
师学术思想、医学人文精神，让学生充分感
受到大医精诚，增强中医文化自信；基础医
学院团队开展了“生命尊重教育”
“ 中医整体
观教育”
“ 动物伦理教育”等一系列课程改革
探索。2020 年，全校评选出课程思政教学名
教师 3 名，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团队 5 个。四
是重点示范成果建设。学校举办了“长春中
医药大学课程思政建设论坛”，组织了课程
思政教学设计大赛，编印了 《润物无声——
长春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教学设计》
系列文集；举办“课程思政案例设计”大赛，
编印了《双育双馨——长春中医药大学课程
思政案例设计大赛获奖案例汇编》；组织教师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3 年来，共获
批 55 项省、校级课程思政专项研究课题，教
师公开发表课程思政教研论文 22 篇。
“一纵”是指纵向实施课程思政“六
进”计划，提升思政教育主渠道作用。2019
年，学校将原来的课程思政进课堂、进教
材、进头脑进行了细化分解，施行了课程思
政“六进”计划，即进人才培养方案、进专
业标准、进教学课程标准、进教材讲义、进
课程设计、进教学评价。依据学科专业特
色，在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融入课程思

政教育理念，在修订原则、培养目标、素质标
准、课程设置等方面明确专业培养内涵，切实
体现了“为谁培养人”的根本要求；组织教师
编写课程思政育人特色的教材、读本，学校
以项目形式予以支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
教育等方面融入教学设计与学习任务；积极
探索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将课程思政贯穿教
与学的全过程，提高育人实效。
“一深化”是指深化“三全育人”环境
建设，实现润物无声。走进长春中医药大
学，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学校的楼
宇、广场、道路等设施均以中医药文化元素
命名，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置身于中医药特色文
化校园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中医药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和教育。教师们
经常带领学生在 《岐黄壁魂图》 下诵读中医
经典，将医德医风教育融入课堂；吉林省中
医药博物馆、国医堂、继学书屋、五运六气
馆、太阳历广场等文化场馆作为教学实践场
所，学生们在这些场馆里接受专业知识熏
陶，更容易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增强
专业自信。

巩固成果 让课程思政改革高质量发展

“我在河北秦皇岛参与抗疫”“我在安徽
亳州参与抗疫”“我在新疆参与抗疫”……
2020 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长春中医药
大学共有 339 名青年学生从全国 13 个省份发
回战“疫”图片。他们有的在机场、火车
站、高速路卡哨等地点测温、登记、喷洒消
毒水；有的协助疫情防控部门整理材料，撰
写抗击新冠疫情的故事；有的协助社区开展
走访、排查工作……这些青年学生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中主动请缨，勇做“逆行
者”。优秀学子身上闪烁出的担当精神，就
是长春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果的
生动展现。3 年来，长春中医药大学的课程
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不仅取得了育人实效，相
继涌现出“海滩救人”“列车救人”“公交站

救人”等一大批见义勇为事迹，还推动了学
校各项事业的深入发展。学校获得“全国文
明校园”荣誉称号，多位教师荣获国家级别
教学名师、省市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国家
级别、省级“优秀大学生”逐年增多。
2020 年，学校将课程思政改革升级作为
重点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推进。
先后出台了 《关于深入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实现课程全覆盖的通知》《长春中医药大
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2.0 项目实施意见》《长
春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建设评估办法》 等文
件。组织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专项检查，
修订了课程思政评估基本标准和示范标准，
将课程思政实施情况作为听课、评学、评教
和教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将课程思政纳入

教师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的重要内容。2020
年 11 月，学校组织开展了全校本科课程全覆
盖验收工作。通过验收评估，全校共 518 门
课程达到课程思政建设标准，实现了全部专
业课程实施课程思政教学全覆盖。编辑出版
了《春风化雨，同向同行——长春中医药大学
课程思政建设理论与实践》，总结了 3 年来的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果。
“ 下一步，长春中医
药大学将从课程思政内涵建设入手，成立课
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3 年内实现全校专业课
程全部达到课程思政示范标准，并将长春中
医药大学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高校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示范校。”学校副校长邱智东对学
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前景充满信心。
（关守宁 李卓林 瞿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