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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读到一则故事，《一个孩子的
清白》。这样的故事生活中常有，当孩
子疑似闯了祸时，家长如何处理问题，
背后其实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模式，值得
解读。

故事的主人公是刘涛和小新父子。
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车库里一辆黑色奥
迪车的车门和后备箱有好几处深浅不一
的划痕，损伤严重。现场监控显示，在奥
迪车停放的几天里，只有小新曾近距离
经过这辆车，并且有伸手碰车的举动。
车主说进入车库之前，这辆车一切完
好。在众人围观、议论时，刘涛通过观察
及与儿子小新简单的对话，心里推测这
不是一个孩子使力能划出来的。但他没
有辩解，而是迅速决定让家人先把小新
带走，并先垫付车主损失费3500元。

后来，刘涛与民警多次提取监控录
像，终于发现，那辆奥迪车缓缓驶向车
库门口时，左侧后门上有两条大约8厘
米的划痕清晰可见，证明奥迪车进车库
前就有了划痕。于是民警通知车主退

回了3500元。刘涛回家后，像以往任何
一个普通日子一样，饭后聊起这件事才
告诉儿子：“事情搞清了，解决了，不是
你干的。”过后，还给民警送去一面锦
旗，上面写着：“还得清白少年笑，铁汉
柔情卫士心”。

小新对爸爸说，他当时只是喜欢
车，才走过去看了看，并不是像大人说
的那样，在逗一只苍蝇——看到这里，
我真希望大家都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对
待孩子的执着与纯真？该怎么保护孩
子的清白？该怎么做个真正懂孩子的
家长？

38 岁的刘涛是一名程序员，“办事
讲究逻辑合理性”，“在他看来，许多事
情都可以用一些逻辑模型去评估策略
的合理性”。我深以为，这是好家长的
特质，是处理问题的关键，家长要有爱
的浩浩荡荡，还要有心态的沉静从容。
说得通俗点，要爱孩子，更要懂孩子，还
要理性地处理孩子的偶发事件，别错怪
他，更别冤枉他。

所谓“逻辑模型”，指家长要构建自
己的行为模式，时时评估自己处理孩子
问题策略的合理性。刘涛处理孩子问
题的行为模式有几点值得肯定：

其一，当他发现孩子辩解的声音里
带着烦躁，情绪越来越沮丧时，立即意
识到自己问话的方式不对，孩子回答时
可能分不清“不确定”和“没有”的区别，
必须立即改变策略。由此我们领悟到，
处理孩子的问题，应有个基本立场，这
个基本立场应当由孩子而不是成人决
定。站在成人立场上很可能带有偏见，
而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才会让孩子有安
全感，讲出实情、真相，而不至于因为胆
怯说谎。站在孩子的立场，是相信孩
子，不是溺爱、姑息，应当是家长行为模
式的基石。

其二，当围观、指责的人过多时，刘
涛迅速做出第二个决策：让家人先把孩
子带走。他的理念是：“如果孩子做了错
事，应该由家长承担责任，并在孩子有安
全感的情况下进行教育。”如果孩子没有

做错事，“在这种场合，我也不能用‘闹’
的方式解决”，因为“这样会给孩子留下
错误的印象，以为解决问题就是闹。”诚
然，家长应当勇于担责，让孩子看到什么
是责任感，并感受到责任的分量。但担
责绝不是揽责，绝不是无原则地息事宁
人，而是不让“闹”的方式误导孩子。责
任担当，应当是家长行为模式的核心。

其三，当孩子被多人指责陷于焦虑、
无奈时，刘涛仍然没着急，他内心很笃
定：如果不是孩子干的，就得找出证据；
如果是孩子干的，就赔偿、教育。他没有
把孩子撒谎这件事想得过于严重，而是
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在没有形成完备
的道德观念之前，撒谎这种行为，或许是
他成长的必经之路，意味着他开始权衡
利弊。”懂得孩子成长的心理特点和规
律，是家长行为模式的科学依据。

其四，事情搞清楚后，刘涛没有欣
喜，没有马上告诉孩子真相，而是像平常
那样聊天，只告诉孩子处理结果却没有
提及那些努力寻找证据的细节。他没有

宣扬自己多么不容易，是想让孩子知道，
不必深究过程，不要拘于细节。父亲风
轻云淡，孩子开始自信：一切问题都是可
以解决的。家长的行为模式应当充满文
化意义，它是沉浸式的、感悟式的，从容
不迫，犹如雨露滋润，随风潜入。

故事中还有个耐人寻味的描写：从
小新上一年级开始，每天放学后，这个家
里都会有一个固定仪式——父母听小新
述说这一天受到的表扬与批评，有什么
开心、难过或值得分享的事。刘涛觉得，
因为跟父母有交流，孩子或许会更加专
注于当下的生活，“想着回家与爸爸妈妈
分享细节”。父母处理孩子问题的行为
模式就在这样的畅谈与倾听中慢慢养
成，这是一个文化过程，是道德学习的过
程，也是心与心对话的过程。

真正爱孩子的家长，是真正懂孩
子的家长，会用逻辑、理性与文化修
养构建处理孩子问题的行为模式。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顾问）

懂孩子懂孩子：：智慧地处理突发问题智慧地处理突发问题
成尚荣

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个寒假
又有很多家庭要度过以宅家为主
的时光了。经历了去年漫长的居
家学习，有的父母对于与孩子的
零距离相处有点儿“心有余
悸”，有的父母却很珍惜也享受
这样难得的亲子时光。同样是陪
伴孩子，为什么不同的父母会有
不同的感受呢？父母需要调整自
己的心态，才能真正享受和孩子
在一起的时光，才能让陪伴孩子
的时光更加有质量有效果。

全心投入，珍惜陪伴孩子的
时间。父母为了工作和生计忙
碌，也是一种为家庭的付出，但
不能因此忽略了对孩子的陪伴。
有的父母适应了长期快节奏的工
作和生活，即使在十分有限的陪
伴孩子的时间里也不能全心投
入，一边陪孩子一边接打工作电
话，或者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
觉得陪孩子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
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陪伴孩
子的时间长短不重要，只要保证
陪伴质量就可以。但实际上陪伴
既需要质量也需要数量，一个人
愿意花时间在哪里，代表他的心
在哪里，反映他真正重视的事情
是什么。亲子关系的建立也需要
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放下焦虑，让彼此的相处更
加有趣。父母可以陪伴孩子一起
做的事情有很多，和孩子一起聊
的话题也可以很丰富。除了陪孩
子写作业，陪孩子练琴，陪孩子
上补习班，我们还可以陪孩子一
起做运动、一起玩游戏、一起做
家务，或者陪孩子一起看一场电
影、来一场远足、参加一场有意
义的公益活动……有的父母因为
对教育的焦虑，和孩子说话内容
三句不离“学习”，结果不但将
焦虑和紧张情绪传递给孩子，还
让彼此的相处变得枯燥乏味或者
矛盾频发。父母如果能够放松心
情，营造愉快和谐的相处氛围，
亲子时光也可以很美好。

父母能够近距离陪伴孩子的
时间其实很宝贵，孩子一转眼就
长大了，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时
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花了……”愿为人父母者
都能好好珍惜和孩子在一起的时
光，不要留下人生的遗憾。

珍惜并享受
你的亲子时光

陈明

进入农历腊月，年味就越来越浓
了。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过世多
年的祖母。祖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
家妇女，也是一位聪慧端庄的小脚女
人。虽然她不能识文断字，但是她的生
活却充满仪式感，不仅饱含着深刻的教
育意蕴，而且富有生活哲理。

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一年

小时候家庭经济拮据，但只要逢年
过节，祖母都会要求母亲让我们兄妹6
个穿上新衣服。尤其是过年前的那几
天，她一定会和母亲一起挑灯夜战，给
家里每个人都做一件新衣服。用祖母
的话来说，即使再穷，也要让每个人（尤
其是孩子）穿上新衣服，以崭新的姿态
迎接新的一年。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所
以有了自己的家庭后，每到过年，我也
会让家人穿上新衣服，象征着对来年生
活充满希望，期待着来年有新的收获。

祖母每月的初一、十五都会烧香拜
佛、祭祀祖宗。我曾经问过她：“拜他们
干什么？”她若有所思、意味深长地对我
说：“希望他们能够保佑万世太平，能够
保佑你们兄妹几个好好成长，一家人平
平安安。”每年的重大节日，祖母的祭祀
仪式都会比较隆重，而且一丝不苟，还
要我们毕恭毕敬配合好。

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从下午开始，
祖母就开始烙烧饼；晚饭时，她会把早
已准备好的灶王爷画像贴在灶台后面
的墙上，并在画像前摆放18个小烧饼
祭祀。我曾经好奇地问过祖母：“为什
么要祭灶？”祖母双眼微闭，双手合十，
喃喃自语道：“希望灶王爷保佑人间明

年有个好收成。”我又问：“为什么要用
18个烧饼？”她非常认真地说：“18个干
粮是有数的，这是给灶王爷为人间征粮
的盘缠，少一个灶王爷就征不来明年的
粮食。”到了睡觉前，她会交代我们每个
人，睡觉的时候不能蒙着头，“因为灶王
爷拿好盘缠后要清点各家各户的人数，
才好带来我们明年的口粮，如果蒙住头
睡觉，灶王爷看不到你就会少数一个，
那我们明年的口粮就少了。”

仪式感寄予着祝福和盼望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祖母用这
种方式来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庄稼有个
好收成。同时，她把对孩子们的爱用一
种仪式来表达，因为让孩子们吃饱饭、
穿暖衣是她最大的心愿，也是她对孩子
们最好的呵护。所以，那时每年的腊月
二十三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都是把脖
子伸得长长的，生怕灶王爷数人的时候
把谁给忘了。直到现在，每年的腊月二
十三晚上，我也会去买一些小烧饼，表
达一个心愿：期待来年风调雨顺，国泰
民安。

每年的大年初一，祖母都会要求我
们早早起床，让祖父把街门、屋门都打
开，在院子里用火盆烧火（我们的方言
叫烘火），还要求家人都到火盆旁添薪
加柴，把火烧得旺旺的。当火烧起来
后，祖母就边添柴边念叨：“大年初一早
开门……”我非常不解：“为什么要起得
这么早？”她意味深长地说：“大年初一
的行为决定着你一年的行为，如果初一
睡懒觉，那就意味着一年都要睡懒觉，
以后会养成睡懒觉的坏习惯，就会变成

懒惰的人，也就过不上好
日子。”

我继续打破砂锅问到
底：“为什么在院子中烘
火？”她微笑着答道：“这意
味着明年的日子会红（烘）
红（烘）火火。”我又追问：

“为什么非要大家一起来
加柴？”她语气坚定地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
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过上好
日子。”听了祖母的话，我
们每个人都使劲地往火盆
里加柴禾，希望火能烧得
更旺点，让我们家的日子
过得更好一点。

现在，每年大年初一
我都会起得很早，也会要
求女儿早早起床，给新年
一个好的开端。我不想做
一个懒惰者，想为一年的
勤快起个好头，这是“一年
之计在于春”的新民俗版
本，也是“一日之计在于
晨”的生活意蕴。

教诲中流淌着家风的传承

其实，我们一家人都有早起的习
惯，我想应该都与小时候这些经历有
关；我们兄妹6个都很勤快，应该也与祖
母一直要求我们“要做一个勤快人儿，
否则过不上好日子”的谆谆教诲有关；
几十年来，我们兄妹相互帮衬、相互关
照，都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也应该与祖
母要求我们“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过

上好日子”的启蒙有关。小时候觉得祖
母的这种行为是一种迷信活动，长大以
后才慢慢明白，它是祖母在艰难岁月里
生发出的朴素理想和坚定信念，更是一
种精神寄托和美好期待。同时，我也懂
得了，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对美
好生活充满向往。

《小王子》中有一句话：“仪式感，让
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让某一个时刻
与其他时刻不同。”这句话，让我想起了
祖母当年的良苦用心，她用一种最朴实
的方式让我们懂得：生活要有仪式感。

有了这种仪式感，你就能感受到生活更
加厚重的意义和价值；有了这种仪式
感，你就会更加懂得珍惜，更加懂得奋
进，更加懂得分享。

生活需要仪式感，它会让你在平凡
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寄托，找到
前进的希望，找到拼搏的勇气；生活需要
仪式感，就像平凡的日子需要一束阳光、
一束鲜花，需要一种向往、一种虔诚。

（作者系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
授、焦作市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
主任）

祖母的过年仪式饱含意蕴和哲理
高闰青

家教主张

微言

凡人家话

李紫璇（10岁，上海市金山区海棠小学）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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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作为河南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
校建设单位、河南省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
校、河南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
校、河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的鹤壁职
业技术学院，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服务育
人，不断优化资助管理体制，推进精准资助
育人，实现扶贫攻坚和学生资助工作提质增
效。全年共资助学生19860人次，资助资金
3334.967万元，通过有温度的资助、有温度
的教育，做到对每一个学生负责，让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有梦可追。

“绿色通道”护航学业不用愁

“不用担心，我们学校已经开通了绿色通
道，你可以先办理入学手续，到校之后申请
助学贷款就行了。”

2020年9月，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接到2020级建筑室内设计班一名
学生的电话，得知该学生父亲患病去世，家
庭经济困难，暂时交不起学费。学校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在第一时间帮他通过“绿色通
道”办理了入学手续。

当年9月至10月，学校共为727名新生开
通了绿色通道，为2252名新老生办理了国家

助学贷款。
多年来，学校不断完善“绿色通道”，对

被录取、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一律先办理入
学手续，再核实情况，“一对一”精准资助帮
扶，先后建立起国家奖助学金、助学贷款、
新生入学资助、勤工助学、学费减免、补偿
代偿、绿色通道等多措并举的全资助体系，
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入学，绝不让一
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新生礼包”助力生活有保障

“亲爱的张同学，你好！学校已经为你购
置了新生大礼包，其中包含学习用品和生活
用品，有热水瓶、洗衣液……你来校报到时
不要重复购买。”

读着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短信，
2020级医学院新生张同学感到一股暖流涌上
心头。“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学校这么暖心。
我还未报到，学校就已经为我提供了这些实
用的生活和学习用品。”

2020年9月，在新生报到之前，鹤壁职
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经过前期排
查，统计到约有400名新生是家庭经济特别困
难的学生，便在第一时间为他们购置了实用

而齐全的“新生大礼包”，减少学生的后顾之
忧，保障学生的大学生活和学习质量。

“建档立卡”精准资助求实效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文件精神，鹤壁
职业技术学院修订完善了“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办法”，有效指导二级学院开展家庭经
济困难认定。二级学院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指导下，通过深入学生中间谈心谈话、与家
长和村干部电话沟通、家访调研等多种方
式，全面掌握学生家庭第一手资料，为精准
认定提供可靠保障。2020年，学校共认定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6046人，其中特别困难学生
1693人，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倾斜，对其中139人次进行重点资助，
覆盖率96%。

学校担负教育脱贫责任，重视建档立卡
家庭学生资助工作。学校对建档立卡家庭学
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生、孤残
学生、烈士子女、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
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一一登记在册，并
为其定制覆盖大学完整学业的资助方案。
2020年，共识别建档立卡家庭学生837人，
全部按照国家助学金标准进行精准资助，并

利用假期对建档立卡家庭学生进行实地走访
兼电话视频走访慰问。在国家助学贷款、国
家助学金、学院助学金、勤工助学、新生入
学大礼包、冬季送温暖、特困救助等资助项
目上重点向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倾斜，提高精
准资助能力和水平，助力脱贫攻坚。学校还
建立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帮扶制度，“一生一
档”力促充分就业、满意就业。2020年，学
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就业创业补贴36
万余元。

“志愿服务”传递社会正能量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每学期都要召开至少
两次“感恩社会，自立自强”主题资助班会，
组织一次大型的“助学·筑梦·铸人”“诚信
校园行”等主题系列活动。每名受到资助的学
生都要参加相应的志愿服务活动，感恩社会、
回馈社会，包括“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文
明城市”志愿服务、“第七届中原（鹤壁）文
博会志愿服务”、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服
务、南丁格尔志愿服务等传统品牌活动。学校
以活动为育人载体，把育人贯穿资助帮扶全过
程，培养学生知恩感恩、励志自强、诚信勤
奋、奉献社会的意识和品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秉承“诚信、
自强、力行、拓新”的校训精神，鹤壁职业
技术学院多名学生积极投身防疫。2018级护
理ICU2班的王阿奇同学，在实习期间利用所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为爱心病房、福利院的孩
子购买防护用具。2019级康复4班吕锦源同
学，利用专业知识，在属地防疫工作中，积
极参与村委会防疫工作，利用自己的助学
金、压岁钱等，为村民购置酒精、口罩等防
疫物资。2019级高职工程造价班的程志彪同
学，在老家参与务工返乡村民和常住人口疫
情统计，连续两天从早到晚，挨家挨户询问
登记务工人员和常住人员，并向村民们宣传
防疫措施，增强村民的防范意识。

多年来，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工
作注重资助育人方式方法创新，注重效果追
踪，广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已经实现了从

“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的转变。学
校党委书记孙斌强调：“要加强对获得资助的
家庭贫困学生的管理培养服务，把学生资助
工作的落脚点放到育人上。”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工作全面贯彻
落实全省、全市教育脱贫攻坚会议精神，已经
形成了以奖助学金和勤工助学为主体的“奖、
助、减、免、贷”资助全体系，实现了精准资
助提质增效，为脱贫攻坚贡献了智慧力量。

在此基础上，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将进一
步完善学生资助“温暖工程”，升级资助政
策、加大资助力度、提升资助质效。校长蔡
太生说：“学生资助工作事关党和国家脱贫攻
坚战略大局，是教育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
学校将严格落实各项学生资助政策，确保资
助对象全覆盖、无遗漏。”

（陈 海）

让资助更加精准 让教育更有温度
——河南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工作显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