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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家教

儿子期中考试后，拿出一张试卷给我看。
看到红彤彤的 99 分，我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 学习落后的儿子这次居然考了这么
高的分数。狂喜之下，我带着他去麦当劳大快
朵颐， 并迫不及待地在电话中通知了还在应
酬的老公。

老公也非常高兴， 应酬回来的路上特意
跑去商店给儿子买了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帆船
模型。

老公回来时，儿子已经睡了。老公便将礼
物放在孩子的床头， 顺便在他书包中翻出了
那张 99分的试卷来“瞻仰”。

我笑嘻嘻地等着老公表扬我这个当妈的
教子有方，猛然听到一声怒吼：“上当啦！你看
看名字。 ”顺着老公指的方向一看，我鼻子差
点儿气歪，姓名的横线上胡乱涂了两个黑蛋，
旁边写着儿子歪歪扭扭的名字。再仔细一看，
黑蛋下面的两个字若隐若现：李京。

我们立马从儿子书包里翻出了藏在夹层
最里面真正属于他的那张考卷，58 分。 如果
不是天太晚，我真恨不得把这个“偷梁换柱”
的熊孩子从睡梦中提起来狠揍一顿。

回到床上， 老公还气呼呼地说：“看我明
天怎么收拾他。 ”

怎么收拾？ 打一顿吗？ 那样的话，这个熊
孩子就能真正吸取教训吗？ 我在床上想来想
去，得琢磨个法子治治这小子。

第二天早晨， 我和老公依然装出欢天喜

地的样子，一个给儿子煎蛋，一个给儿
子送上帆船模型。 小东西还以为我们
仍然被蒙在鼓里，那个欢喜就别提了。

吃过早饭， 我提起包拉着儿子下
楼：“走，今天妈妈亲自送你去学校。 妈
妈想感谢下老师，才半个学期，我儿子
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

“不，妈，我忘了告诉你，老师今天
去开会了。 ”儿子急了，小鼻子尖上全
是汗。

“哦， 开会去了， 那我打个电话感谢好
了。”说着，我装模作样去拿手机。儿子一个箭
步蹿过来，一把抢过手机：“不，不能打。 ”

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和老公又气
又想笑，事情至此，这小子想不说实话已经不
可能了。 果然，他红着一张脸，吭哧半天从书
包里将团成一团的自己的试卷拿了出来，未
语泪先流：“爸，妈，我错了。 ”说完，又哇一声
大哭起来，“上次爸爸说再考砸就打我， 我害
怕，才想到将李京的卷子带回来……”

本来想揍一顿孩子的老公， 心一下子就
软了，没好气地扔下一句“晚上回来再和你算
账”，走了。

看着儿子的眼泪，我心里也有点酸酸的，
孩子说谎固然可气，可仔细想想，我们这些做
家长的就没有错吗？ 如果没有老公提前的“威
胁”，他又如何能出此下策？

这场“戏”应该比任何说教都能让儿子清

楚一点：只要是谎言，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刻。
孩子的成绩不是一天能提高的， 但有些道理
我们可以让他早一点领悟。

我拍着儿子的头， 向他检讨：“妈妈代表
爸爸向你认错，不该拿成绩来威胁你。 但你撒
谎骗大人肯定是不对的。 从今天晚上开始，玩
iPad 的时间取消， 具体时间怎么安排你自己
看着办。 ”

一听到钟爱的 iPad 时间被取消， 儿子着
急了：“什么时候再让我玩？ ”

“下次考到 80分以上就可以玩了。 ”
儿子磨磨唧唧还想讨价还价， 被我一句

“再不听话就告诉你爸”吓得没了声。 从那天
开始，儿子自动调成用功模式，每天回到家就
抱着书本坐到书桌前。

我和老公庆幸，如果不是他“偷梁换柱”
闯了祸，哪里会这样自觉。 有时候孩子犯错并
不是坏事，作父母的不要急于责怪追问，巧妙
应对或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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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升入高中后， 我决定让他寄宿，一
是学校离家远， 二是我想锻炼他的独立能
力。

开学不到一个月，他感冒了两次。 第一
次，他说自己去医务室拿了药。第二次，他说
有点烧，老师带他出去打了针，已经好了。他
每说一次，我的心会针扎般抽搐一次，但我
还是努力让自己语气平静：“记得吃药，多喝
开水。 ”。

周末回来的时候，他突然哭了，说：“妈，
生病的时候我躺在床上， 想了好多好多，以
前我太不懂事，有很多事情做错了。”那一刻
我有点心疼，但又很欣喜：儿子长大了。

第一次考试结束，我担心他因没有达到
理想的目标而失落，跑去看他。 教室、餐厅、
宿舍、操场，他都不在。 我四处寻找，最终发
现他一个人坐在一个有点隐蔽的台阶上看
书。看到我，他问：“妈，你怎么来了？”我忐忑
不安地跟他絮叨：“其实考试成绩不代表什
么，它只是对过往学习的一个总结，考试的
作用就是查漏补缺。 ”他打断我，平静地说：

“妈，我考得还行。 ”
我知道，孩子渐渐长大，会渐行渐远。“十一”小长

假的第二天， 早饭时他笑盈盈地说：“今天你一个人在
家可以吗？”我有片刻的错愕，急忙回答：“当然可以。你
要去哪儿？ ”他说：“我要去图书馆，和同学约好了，一起
去看书。 ”他走后，我一个人失落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一个大雨的周末，我送他返校。 他在家里磨蹭，我
车技又差，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他不反驳。 到校时已快
要上课了，我把车停在教学楼前，催促他下车，他不下。
我着急了， 愤怒地喊：“快去上课。 ” 他倔强地说：“不
急。 ”他一边从后座起身指挥着我驶入停车场，一边低
声说：“我在行李箱里放了两个哑铃，你拿不动。 ”车子
停稳后， 他急忙下车， 撑开雨伞跑到驾驶室的车门旁
边。 我担心他迟到，厉声说：“你不用管我。 ”他不作声，
又急忙去后备厢取行李。他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小心
地把行李箱拉手放进我的手里， 嘱咐道：“放在宿舍门
前就可以了，放学我自己拿到楼上去。 ”然后转身往教
室去了。 这是少有的一次，任凭我百般怒吼，他不辩白
不对抗，他知道我腰椎突出，不能受累。 他没有负气离
去，只是为了替我取下行李箱。 他是真的长大了，忍得
了委屈，担得了责任。

我一个人呆坐在他的宿舍很久， 他的宿舍已经收
拾得井井有条，不像以前总是乱糟糟的让我喊着收拾。

我知道， 儿子已不再是那个整天依恋
着妈妈的小孩子了。 其实，在孩子长大的时
候，家长都该练习着让自己“断奶”。

□ 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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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美国纽约读医学博士，6
岁的儿子成成也被接到美国上学。
由于是插班生，老师对我们很照顾，
还专门花了一上午时间给我讲解注
意事项，特别指出了关于死亡教育
课程的问题。 随后我了解到，死亡
教育在美国很普及，跟其他课程没
有什么区别。

老师瑟琳娜建议前几次关于死
亡教育的课程，让我陪同成成一起
上，于是，我就走进了课堂，体验了
美国的死亡教育。

瑟琳娜以美人鱼的童话故事切
入，学生们纷纷举手提问。“老师，
美人鱼最后化成泡泡，是不是就是
死去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
死呢？ ”“是！ ”成成也站起来，问道：

“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会死吗？ ”
“是！ ”儿子哭了起来，说：“我不想
爸爸妈妈死掉！ ”同学见状，开始取笑成成，说
他是个胆小鬼。

瑟琳娜让孩子们安静下来，然后用童话的
逻辑安慰成成：“童话故事里公主和王子虽然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是他们最后都会死去，
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也一样会有生老病死。人
的一生就像是在走一段路程，路走完了，生命
也到了尽头。 你的父母也会走完他们的路，但
这并不可怕。父母死后，会升到天空做星星，当
你想他们时，可以抬头仰望星空，那颗跟你眨
眼睛的星星就是你的父母。 ”

瑟琳娜是在美化至亲的死亡，以便让孩子
能接受亲人死亡的恐惧与悲痛。

成成三年级的一个周末，要我和他去一趟
殡仪馆，他解释说，这是死亡教育课程的安排，
老师只说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 第二天一大
早，我驱车带着儿子来到了位于郊区的一家殡
仪馆。 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眼前的场景仍然
让我震颤：在殡仪馆的小广场上，阳光温柔地
洒落，四周是鲜花绽放和青草葱郁，唯独广场
正中， 静默地躺着一口棺材———黑漆漆的颜
色，连同它所覆盖住的阴影，与四周形成了强
烈的对比，让人望而生畏。

这时，一位牧师走了过来，他是今天的死
亡体验课老师。他微笑着问：“哪位家长愿意躺
到棺材里面体验一下？ ”人群一阵骚动。 我举
手，牧师有些惊讶，毕竟我是位东方女性。

在悠扬而悲伤的音乐中， 我缓缓躺进棺
材，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就在牧师把棺盖
合上的一刹那，成成突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
喊：“妈妈！ 妈妈！ 不！ 你不要进去！ 妈妈！ 你
快出来！ 你不能丢下我！ ”听到儿子的呼唤，我
的心也为之一沉，如果我真的就这样离开这个
世界，儿子该怎么办？ 父亲、老公该怎么办？ 我
不禁流下了眼泪。 回想起母亲离世的场景，我
更深刻地领悟，人活着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
生命，生命只有一次，它真的太宝贵了。

估计静默了 10分钟，牧师才打开棺材。 我
睁开眼睛，恍如隔世。成成径直扑向我，抽泣着。
我抱紧他，安慰他：“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成成
保证，以后会更爱我，会更加听话，我窃喜。

牧师让我在墓碑上写下墓志
铭，我走上前，用笔写下了：“生命
只有一次，我们要好好地活，不留
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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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吃苦教育
□ 小尹

一项关于孩子吃苦教育的调查显示，
81.8%的父母赞同对孩子进行“吃苦教育”，
65.7%的父母认为吃苦教育对孩子未来发
展有很大帮助。

有人认为吃苦教育是孩子成长的必修
课， 既能磨练孩子的意志又能培养孩子的
责任感，但吃苦教育不能盲目，需要弄清 3
个疑问。

疑问 1： 吃苦教育只是为了培养孩子
顽强的意志力，让孩子变得更“强”？

不！ 吃苦教育不只是培养孩子顽强的
意志力，让他们变得更“强”，更是培养孩子
们柔软的心灵，提高共情能力、悯弱能力，
让他们变得更“软”。

现在的很多孩子看到别人深陷痛苦异
常冷漠，常常无动于衷，而吃苦是一种独特
的内心体验， 会拓宽孩子对情感的认知和
体会， 吃过苦的孩子知道陷在困苦中的感
受，知道从困苦中走出来需要多努力，也体

验过走出困苦后内心的愉悦。
吃苦教育就是通过丰富的内心体验给

孩子一颗柔软的内心， 让他们能对别人的
境遇感同身受， 建立更为和谐真挚的人际
情感。

疑问 2： 吃苦教育跟给孩子无条件的
爱的理念是不是互相矛盾？

不！ 他们只是从不同层面去满足孩子
的成长需求，在逻辑上存在先后之别。

给孩子无条件的爱要求不讲条件地爱
孩子，不管他是优秀还是普通。吃苦教育的
目标也是为了培养孩子生活所需的优秀品
质，着眼于发展孩子的多种能力，同样是为
了满足孩子成长的需求。 但两者在时间先
后上有区别，给孩子无条件的爱是基础，吃
苦教育需要在充足的爱的基础上， 作为发

展性的需求去满足。如果一边是爱的匮乏，
一边要求孩子吃苦， 那么这对孩子来说是
伤害、受虐。

疑问 3：应该让孩子吃什么样的苦？ 怎
样吃苦？

吃苦教育要唤醒孩子内心的需要，让
他们在接受磨练和挑战的同时， 感受到美
好和难忘。 吃苦教育要遵循‘跳一跳，摘桃
子’的原则。

一味地要求孩子去吃苦， 尤其是孩子
自己不愿意接受的时候， 这种吃苦会成为
单纯的受罪受苦， 会造成孩子的愤怒和怨
恨，随之破坏亲子关系，可能导致孩子事后
加倍补偿自己。

“跳一跳，摘桃子”原则即强调孩子自
己经过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首先要有一
个“桃子”，即对孩子有诱惑力的目
标；其次，这个目标不能太远，是孩
子努力“跳一跳”就能够到的。

有爱的家庭应该是孩子和父母共同制造和体会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