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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话题 本周聊啥 带孩子出门,千万多留神
开场白：

随着暑假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出游。 学生的自控能力较差，自我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学
生旅游的安全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长沙一师二附小 于蕾： 出发前要对自己和孩
子的状况进行充分估计，要选择身体完全健康时出
游。 由于环境变化、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等改变，加
之旅行劳累、睡眠不好等因素，故每次旅游的日程
安排不宜过长。 另外，带孩子出游要循序渐进，先去
近一点的地方，离家时间最好短些，等完全适应后，
再选择路程长的。

长耳朵（网友）：带孩子出门，吃得不要太多，
太杂，宜清淡，多吃蔬菜水果，对各地的风味小吃、
美味佳肴应以品尝为主， 绝不能暴饮暴食以免引
起消化不良等。 还要注意饮食卫生，不合格的饮料
要避免饮用。

攸县 洪佳娜：如果到商场“血拼”，手机不要
拿在手中，尽量放在袋子里，购物时最好不要携带
大量现金， 银行卡与身份证要分开放。 试穿衣服
时，不要把孩子单独放在试衣间外。 选购商品时，
要把包放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最好是抱在胸前。李静：在夏日里爬山，享受大汗淋漓所带来

的快感时，切莫穿皮鞋、高跟鞋，以免扭脚。 同时
也要控制孩子的运动量，过度疲劳和兴奋会降低
个人的免疫力，或引起植物神经紊乱，可以带一
些书或磁带，和子女一起看书、讲故事、听音乐，
做到动静结合。

杜婷婷：近日全国都被高温笼罩，南方更是又
到了一年的湿季时。出行前给孩子准备雨衣一定要
合身，过大可能造成行动不便，而过小则失去防水
的功能，颜色最好选鲜艳色系的，其中黄色是最合
适的，以免路上的人、车看不清楚。

留学好望角

不久前，我以交换生的身份前往英国
伦敦温布尔登中学学习。 然而，我刚到温
布尔登中学两周，就感受到了英国教育的
诡异之处。因为他们竟然有一个“失败周”，
在此期间，老师每天都用各种难题来打击
学生。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神题课”和“死
亡课”。

周一，学校数学教研组推出了一套极
富挑战性的考试试题，我跃跃欲试，因为我
在中国的时候，数学成绩极为拔尖，如今来
到异国，我格外想在外国同学面前展示自
己的能力。 然而，数学老师琼斯在发完试
卷后，对大家说道：“同学们，坦白地说，这
份试卷比较复杂，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难。 ”

我不屑地笑笑，可当我看完试卷后，惊
出一身冷汗，试卷上的题简直都是“神题”，
根本就不可能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做完，
别说得高分，就连能不能及格都是一个很
大的问题。 刹那间，我的情绪跌落谷底，但
还是硬着头皮坚持做完了。

第二天，考试成绩出来，我竟然只得了
28 分。 更令我惊奇的是，我的低分竟然还
跻身年级前 5名，为此，我还受到了琼斯老
师的表扬。

我感到非常不解，便询问原因。琼斯老
师对我说：“温布尔登中学是英国顶级的中
学，这里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很优秀，但我们
担心学生因为自我感觉良好而产生一种优
越感，从而经不起挫折或裹足不前。 ”

我为她的这番话而惊讶不已。原来，老
师是想通过这种挫折教育法， 让我们这些

“完美学生”从小认识到“完美是求知的敌
人”。

我本以为活动就此结束了，谁知，周三
的时候，班主任又通知我们，周四学校将开
设“死亡课”，模拟应对朋友遭遇车祸的情
况。

周四一大早， 我们就在学校大礼堂集
合。 大约等了 10分钟，校长领着一个人到
了讲台上，说：“同学们，这位艾琳老师是我

们市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今天由她来为你
们上课。 ”

校长的语音刚落，台下一阵惊叫。紧接
着，艾琳女士伸手示意让大家安静，随后她
讲述了自己日常工作中的一些事情， 讲完
后，她让我们上台轮流扮演角色，很多同学
入戏很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散场后， 艾琳女士笑着告诉学生：“举
办‘失败周’的真正目的，是让你们体验遭
遇不幸时的复杂心情， 以及怎样控制自己
的情绪。 当然，除了这些，以后还会经常组
织大家到法庭参观，并旁听审讯现场。此举
意在不回避让你们了解社会的丑恶现象，
目的是以防有人一旦接触社会， 看到某些
阴暗面后感到茫然若失，无所适从。 ”

“失败周”过后，我感触颇多，在国内，
要是一些学校能借鉴这种做法， 那么学生
的抗打压能力肯定会增强， 我们之前饱受
社会各界批评的学生自杀现象， 也肯定能
减少不少。

我在英国上“失败周”
□ 阿联

到北大去演讲，走在校园里。
“真漂亮，尤其这些大树，真是有乔木之谓也。 ”我说。
“你到新生入学的时候来看，更有意思，”一个学生接过话，

“大树底下全睡了人，老头儿、老太太全有。 ”
看我没听懂， 他就继续说：“都是从全国各地带孩子来念书

的，好多父母从乡下来，把攒的那点儿钱全给了孩子，自己既舍
不得住旅馆，又舍不下孩子，干脆就往大树底下一躺，躺在这儿
陪孩子，多近。 ”

“问题是，能躺几天呢？ 下大雨怎么办？ ”我说。“是啊，”学生
一笑，“而且孩子也不会让他们躺，多丢人哪。 说是老的陪小的，
但小的能放心吗？ 总得从宿舍里跑出来看老的，到后来，哪里是
他们陪孩子？ 根本是孩子在陪他们。 ”

台湾的一个朋友陪女儿到美国上夏令营。
“那营好奇怪啊，居然不准家长给孩子打电话。 ”还没出发，

做母亲的就跟人抱怨，“要跟孩子联络，只能写信，信到了，也是
孩子可以出来的时候了。 ”于是一到周末的那两天，只见她看到
孩子时搂着哭，送孩子回营时又搂着哭。 孩子自然也放心不下妈
妈，后来竟然说不想上夏令营了。

是谁陪谁呢？ 是我们在牵孩子，还是渐渐地我们老了，不知
不觉地把手搭在了孩子的肩上？ 岂不知孩子长大了，早已不是他
们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他们。

跟这些父母比
起来，我想起以前在
台北的邻居。这家有
个活泼漂亮的女儿，
每天早上都看见他
家的女佣送孩子上
学。

但是有一天，孩子病了。夫妇俩脸上的笑容不见了，连那女佣
也露出失魂落魄的表情，匆匆忙忙地买菜、匆匆忙忙地回家、匆匆
忙忙地出门。“多亏有这佣人，跟孩子处久了，有了感情。 ”那家女
主人有一天对我母亲说，“肾不好，不但不能吃盐，连很多水果都
不能吃，全赖我们家佣人一样一样选。 ”

小女孩后来奇迹般痊愈了，奇怪的是，女佣不见了。我后来才
听说，小女孩移植了肾脏。 本来她妈妈要捐，医师说不合，最后由
女佣捐出了一个肾。女佣说出了一个秘密———她是那对夫妇领养
的小女孩的亲生母亲。

小女孩不知道，又由新女佣牵着去高高兴兴地上学；她恐怕
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真相，只约略记得有个很疼她的女佣。

我们是不是该像这位妈妈一样， 给孩子多些自由与空间，偷
偷的祝福与陪伴？我们是不是该像这位妈妈一样，为他奉献、为他
牺牲，然后偷偷地离开？

爱是偷偷陪伴
□ 刘墉

又值期末考试， 看着积极复习备考
的孩子们， 我不禁想起初为人师时所做
的一件蠢事，心里便隐隐作痛。

那时学校对学生的分数抓得很紧，
老师们像拼了命似的， 把所有时间都花
在了孩子身上， 年轻气盛的我自然也不
例外。可眼见期末考试临近，我却有一桩
心事。

我班有个女生，是先天性弱智。从一
年级到五年级，平时单元测试，她每次都
得零分。 那时候学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
定，像她这样的孩子，只要自己同意，是
可以不参加期末考试的。我自然极力动员她不参加考
试，因为她考一个零分，就会将全班平均分扯下很多
分。可任凭我磨破嘴皮，她就是一言不发，直到考试前
一天，她才松口说不考了，我长舒了一口气，心里的大
石头终于落了地。

考试那天，我特意到教室看了看，她果然不在。我
暗自高兴，坦然地去别的教室监考了。时间很快过去，
我收了试卷，步履轻松地去教导处交卷，一进门，赫然
发现她端坐在教导处。 我的脑袋一下子大了，她怎么
会在这里？我用眼神询问她，她怯怯地躲开我的目光，
眼睛看向别处。

这时候，教导主任严肃地对我说：“这是你班的学
生吧？ 我巡考时发现她站在教室外面。 你怎么可以这
样擅自妄为，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有多严重吗？”我涨红
了脸，无言以对，心里却恨透了她：“说好了不来又来
了，害得我挨了一顿批评，真是的！ ”

带着她回到班里， 我怒气仍像点燃的火苗一般
“蹭蹭蹭”直往上蹿。 就在这时候，她抬起一双满含委
屈的泪眼，怯怯地说：“老师，我天天都写生字，我想考
试，想让你也夸我……”我愣住了，一个被称为弱智的
孩子，为了得到老师的一句夸奖，天天在家里写呀写
呀，临近考试，却被劝不参加考试；抱着矛盾的心情来
到学校，却不敢进考场，孤独无依地在教室外徘徊、徘
徊……我无法再想下去，心像撕裂般疼痛。 赶紧走到
教导处要了一张试卷，静静地看着她做。 整整一页她
只写对了两个词，考了两分，我仍然在旁边画了一个
大大的笑脸。 她小心翼翼地笑了：“谢谢老师！ ”

“不，”我郑重地说，“老师应该谢谢你才对！”她肯
定听不懂我的话，可眼里分明又有点点泪花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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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本应是学生休息或安静自习的时间， 可这
天，三（2）班的教室沸腾了。 这是在教学完简单的《多
位数乘一位数》的课程之后，我在黑板上辅导几个后
进生笔算乘法，换了一批又一批。这时，班上一个数学
成绩很好的男生，又吵又闹：“王老师，你怎么老不叫
我啊？ ”这孩子，平日上课回答问题时没理睬他也是如
此。 本想批评一番，但转念一想，何不刁难下他，以示
教训？ 于是我快速用粉笔写下：99999×9，他傻了眼：

“什么意思啊？ ”不仅是他，所有孩子都停下了手中的
“活儿”。 什么意思？ 哼，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我在心里
得意地笑。“邓超，你上来做这一道题！ ”话音刚落，就
听到下面有人在起哄。可没想到的是，他竟做对了，看
到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下了讲台， 心中更多的是欣
喜。

这么一闹不要紧， 其他的同学都兴奋了起来，一
个个跃跃欲试。 于是， 我在黑板上又相继写下了

“98765×7”、“982543×8”等类似的算式，没想到，他
们居然全都正确地做出来了，一个个神采奕奕，特别
开心。 我趁机又引导他们探寻多位数乘两位数的方
法，孩子们兴趣高昂，思维活跃，你一言，我一语，积极
性远比平时的数学课堂高，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
欢乐气氛,最使我吃惊的是,后面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
上坐着好些听课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认真。

农村小学生基础普遍差，因此平日设计的练习难
度都不大，他们倒也学得轻松，而这次的刁难，本想让
人知难而退，却误打误撞，冲进了孩子的“发展区”，碰
撞出了思维的火花。 要让学生“跳起来摘苹果”，就必
须从激发求知欲入手，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才能让自主性学习得到最完美的体现。在主动发现并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大家似乎体验到了学习数学的乐
趣与成就感，这对他们今后的学习以及情感态度价值
观的健全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跳起来摘苹果
宁远县李家铺完小 王正辉

师生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