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心事

科教新报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111@163.com
编辑：陈丽斯 版式：夏艳辉
2011 年 11 月 30��星期三

成长 /B7

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 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 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 ”””””””””””””””””””””””””””””””” 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

小荷尖尖

家教管窥

□ 高明好父母
胜过好家教

高三正在进行

家有儿女

湖南怀化湘维有限公司湘维报社 刘小兵

儿子中考结束， 捧着两张奖状跑回
房间，恭恭敬敬地贴在了墙上。

我看到墙上贴着的奖状，很是高兴，
一问儿子，一是考了班上第二名，二是在
校运动会上，他夺得了一个跳远第二名。
望着奖状，我感慨万千。 上学期小学升初
中考试， 一向成绩稳定的儿子竟马失前
蹄，只考了个班上二十二名。 更让我意想
不到的是，在初一新学期分班时，那些成
绩远在儿子之后的学生进了多媒体班，
而他却被分在了普通班， 也就是所谓的
慢班。 为这事，我和爱人急得直跳，兵分
两路去找熟人说情。

一回到家里，爱人气呼呼地跟我说，
她找到了校长，询问分班的依据，为什么
比我儿子差的学生都分到了多媒体班，
而我儿子却被分到了普通班。 校长说，这
是个别现象， 主要是为了平衡各个班的
实力，不能把好的学生全分在一个班，而
差的学生就没人理，所以，请家长多多理
解。 听完爱人的埋怨，只好安慰爱她说：

“儿子的班主任教他们班英语，素质挺不
错的，不用担心。 ”

新学期伊始，儿子一直没有进入学习
状态，每天翻开他的作业本，错误的地方
总是很多，这让我伤透了脑筋。 请个家教
吧，夫妇二人都是工薪阶层，收入刚刚够
一个月的生活费，但教育是头等大事，千
万不能误了儿子的健康成长。 经过一番
深思熟虑之后，我一咬牙，决定利用自己
休息时间，给儿子当家教。

为了当好这个家教， 我特意跑到市
新华书店，给儿子买了全套的习题集，每
晚儿子一做完作业，我就守在他旁边，给
他检查作业，不懂的题目，我就给他一一
讲解，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完后，再做我给
他买的试卷。 刚开始儿子有些不适应，像
湖北黄冈的、 江苏启东的试卷， 他做完
后， 都只有 40、50 分， 虽然有些不好看，
但我知道这时候耐心比什么都重要。 针
对一道道做错的题目，我逐一讲解，有些
自己也不懂的，就到网上去找标准答案。
因为儿子基础打得并不很牢， 加班加点
就成了常事，以往每晚 9 点睡觉的规定就
被打破了，有时候，一个晚上一两套试卷
做下来，已是夜深人静。 就是凭着这种吃
苦精神，儿子的成绩突飞猛进，半个学期
下来，一跃为班上的第二名。

每当一次次凝视着儿子贴在墙上的
奖状时，我就思如潮涌。 教育首先是督促
被教育者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其次才
是教， 只有当他真正意识到学习是一种
享受，一种乐趣，他才会全身心地投身其
间，把学习当成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并学
有所成。

长郡中学高三年级 G0917班 苏含玉

随着沙漏中的流沙一点点地落下，一
天也走到了尽头。 每当意识到如此，感慨总
是莫名的产生。 在台灯的幽幽白光下，大家
都在努力回忆这一天学到了什么， 得到了
什么。 但结果总是不尽人意的，我们只能回
忆到这一天中老师不间断的谆谆教诲，还
有一大堆压得人喘不过气的作业， 而这似
乎已经成为了每一个在高三拼搏抑或是挣
扎的学子共同的体验。

在这样都长得一样的日子里， 我们原
本平淡的人生更显无奇。 漫步在这个正在
进行中的高三旅程， 我渐渐地习惯把埋在
无穷无尽繁杂学习中的脑袋偶尔抬一抬，
在那一抬头的瞬间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局
外人， 我可以用自己灵魂的眼睛审视以往
所忽略的平淡无奇。

班上那几个开心果又在互相揭短，又
在八卦绯闻，他们眼角泛起些些褶皱，嘴角
溢出点点满足， 爽朗的笑声分成了几个不
同音阶， 给原本沉闷的教室挤进如同初春
般的讯息。 而这些不经意的微澜，以我过往
的心境看来，却只是一个个小闹剧。

走廊上小情侣的两个小脑袋凑在一
起又在你侬我侬，好像在叙说着眼前的开
心，又似乎在蜜语着将来的美妙。 阳光沐
浴之中的他们，那种单纯的感情似乎更引

人注目流连。 而在以往，我只会漠然地离
开，去忙自己的事情，不屑去分享他们的
小幸福。

身旁的好友又时不时地说着自己的
尴尬糗事，或者自己的烦恼。 此时的我是开
心的，因为我是被他们所信任的，他们在我
面前都会褪去假装的坚强和故作的矜持，
他们和我商讨着如何面对这一切， 当谈及
到令人会心之处，我们总是会开怀地大笑。
而从前，我固然会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语
气中总会夹杂着些许无奈。

在独处时， 人总是会去回忆早已遗忘
的当初。 这个过程于我，可能是独自反思，
也可能是去寻求共鸣。 正如有人说过：往事
一幕幕浮现，拼凑成过往的我们。 我记起曾
经和朋友一同去压马路时热火朝天地唾沫
横飞， 记起和挚友一同看电影时无所顾忌
地嚎啕大哭， 还记起去看向日葵绽放时的
大家一同面向太阳而立······过去的每一
个瞬间顿时都显得格外的珍贵， 而这些点
点滴滴都是我不曾在意的细节。

高三，是一个忙碌碌的进行时，也是一
个甜蜜蜜的过去式， 我们需要的不单单是
埋头做题，更要抬头凝思。 或许在心灵仰视
的某个角度， 我们才能真的发现完整的青
春标签。

鸟儿梦想翱翔到更高的天空， 于是天空
就有了色彩；江流梦想奔腾入广阔的大海，于
是大海开始了欢歌；少年梦想着斑谰的未来，
于是青春变得激情澎湃……因为有梦， 路就
在脚下，虽然前方可能杂草从生，但有梦者却
愿意披荆斩棘，在汗水融为笑容的那一刻，才
更感到一切经历都是那么美好。这就是梦，这
就是充满魅力的梦！

达尔文九岁的时候告诉父亲：“我将来要
周游世界，探索那些还未被发现的真理。 ”这
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梦， 却被一些大人们看作
想入非非、异想天开。 但他却没有放弃追梦，
这个小小的孩子， 因为肩负着梦想早早地学
会了执着，三十岁那年，他终于踏上了环球航
行的船只， 满腹激情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的
梦想，《物种起源》就是他梦想的结晶。梦想给
他带来了激情，探索给他带来了挑战，风险教
会了他坚强，他的人生妙趣横生。达尔文的梦
想成真，完全印证了拿破仑的名言“想象力创
造世界”。 梦想是想象力中最活跃的元素，梦
想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领导着它虔诚
的信徒们坚定前行，抵达最终的光明。

有一群人，他们将自己投身于自然，追溯
着虚渺却又真切的灵魂。 他们或许要忍受漠
视，或许要接受嘲讽，但拥有的梦想给予了他
们更多美好的东西，于是他们勇往直前，在村
落看到一朵花的绽放， 真心地为那自然的色
彩与形状感到喜悦；在茫茫沙漠停下吉普车，
看着太阳渐发的光晖温暖每滴汗水； 在高原
仰视纤尘不染的圣洁天空，灵魂濯荡，笑容充
实……这些人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梦
想家。他们为那飘渺的梦想愿意放弃一切，但
因为有梦，他们收获了更多。

梦想它不是义务，更不是责任，它只是一
朵娇艳的春花，在追梦者心着开着，给追梦者
带来了温暖。 对有些人来说，追梦是艰苦的，
在很多过程中没有享受，甚至更多的是酸辛，
但流淌的岁月会告诉他们，只要脚踏实地，锲
而不舍，并不断调整方向，追梦最终是会有收
获的，正是那些奋斗与梦想交织的日子，才能
构成闪耀着太阳光晖的回忆。

梦想中的我们，一日千里，一跃千丈，梦
想让我们无所畏惧，不怕黑夜的吞噬，不怕暴
雨的侵袭，奔跑着寻找希望的黎明。

一切美好，因为有梦。 因为有梦，一切美
好。 让我们勇敢地追梦！

因为有梦
碧桂园英汉学校初三 曹献文

早晨锻炼回来后， 照例先到大房间看看
傻妞醒了没有，一看，咦，大房间没有，再到小
房间，嘿，正悠闲地盖着床毛巾被吹着微风扇
躺在那儿呢！

正在拖地的外婆连忙进来， 对我说：“昨
晚，差点没把我吓个半死！”“我十点起来上厕
所，雅典还在身边睡着，可是十二点醒来，一
摸，人没了，我吓得直冒冷汗，赶紧起来在床
边找，没有，又去卫生间找，又没有，再看外公
床上，正睡那边呢，之后我是半天睡不着啊！”

“我就怪老头子，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害得我
紧张半天。 ”

外公声辩道：“我还没睡着， 忽然看见雅
典上完厕所，走过来打开帐门就爬上床，然后
朝床中间一躺就
睡着了，我问她，
怎么过来跟公公

睡了，她也不答，我就不敢把她叫醒了，估计
处于一种朦胧状态。 再看你，睡得很熟，哪能
叫醒你呢！ ”

我笑着问雅典，“傻妞，你睡觉还不老实，
怎么不跑到妈妈床上来呢？”“妈妈床有点远，
又关着门，所以……”“不过，我觉得根本没有
上厕所，我也奇怪呢，睡觉时在大床，醒来时
却在小床，莫非有‘移形大法’！ ”

我想了一下， 分析给雅典听，“这可能与
你昨天没有午睡，晚饭后又去体育场锻炼，回
来再看湖南台《智勇大冲关》，头脑兴奋，身体
却比较疲倦有关系。 昨晚， 你上床后就睡着
了， 起来小便也不知道， 迷迷糊糊的一种状
态，有点像‘梦游’。 ”

上网查了下，所谓梦游，就是睡梦中人会
不由自主地从床上爬起来胡说几句， 甚至有
条不紊地穿好衣服，到外面走一走，接着再回

来睡觉， 次日醒来却对夜间发生的事毫无印
象。梦游者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 1—6%，其中
大多是儿童和男性，尤其是那些活泼、富有想
象力的儿童，大多都出现过数次，一般来说，
儿童梦游不算什么大毛病。

唉，作妈的，终于可以放心了！傻妞女儿，
可能就是太累了，起床时没有完全清醒，所以
才会出现睡错床的情况，安慰她没有关系，不
要紧张， 但她至少会对梦游有一个初步的认
识。李白老先生不也发生过梦游事件，还写下
《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千古名篇嘛，什么“世间
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
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
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看来，傻
妞闺女还是有点大诗人的特质啊。呵呵，从此
妈妈我便又可以给你一绰号：小李白！

记下一笔，待日后细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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