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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之鉴

家长课堂

“从小就怕父亲”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董

必武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是一
个具有大家胸怀、 长者风范
的伟人形象。 在 3 个儿女眼
中，父亲董必武是可敬可畏
的。 回忆起父亲，“严格”两
个字从长子董良羽口中脱口
而出，“从小就怕父亲，家里的
人也全都怕他。”在董良羽的记
忆中，9 岁时的一件事让他记忆
颇深：“我从小就跟着父母辗转奔波，
没有教科书，父亲就把授课内容写在毛
边纸上，订成课本，让我背诵。一天他突
然检查作业， 让我背乘法表给他听，背
到三七二十一时， 可能是声音小了点
儿，结果父亲说我背错了，全部重背，我
当时心里委屈极了，但是他说错就是错
了，我要是不重新背一遍就不能回屋睡
觉！ ”回首父亲严厉的教育，董良羽心存
感激：“虽然，从小到大父亲的严厉从未
变过，但是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东西让我
受益终生。 ”

董必武不仅十分关心子女们的学

习， 还十分重视对子女艰苦朴
素作风的教育培养。 他要求
子女们用钱必须记账：“要
你们用钱记账， 不是怕你
们多花钱，而是要胸中有
数。 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要用钱的时候， 就会从实
际出发。 ”在董必武的言传

身教中， 子女们纷纷以父亲
为榜样。 儿子董良翮上中学时

想买一双自己喜欢的布鞋， 就从车
费中三分五分地积攒，过了两年，积少
成多，才终于买到了那双鞋。

“干部子女不能搞特殊”
1969 年，董良翮高中毕业后，面临

就业问题。 那时候，年轻人最向往的是
到部队参军， 其次是到工厂当工人，这
两种岗位十分紧俏，因为大部分青年人
都要去农村插队劳动。 当时董必武是中
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要安排孩子去部队或工厂不是什么
难事。 但董必武的态度十分鲜明：“干部
子女不能搞特殊， 良翮还是下乡插队

去！ ”按照父亲的要求，董良翮报名下
乡，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
寨大队插队落户。

临别时，董必武提醒儿子说：“你是
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
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
高人一等！ ”

董必武不仅把儿子送去务农， 还
希望小孙子长大了也到农村去。 1972
年， 董必武在给小孙子的诗中写下了
这样的诗句：“父母在晋县， 农忙事田
亩。 望尔速长大， 协作左右手。 吾意
亦云然， 世为农人好。 孙良颇茁壮，
天逸符大造。”

1975 年春，九十岁高龄的董必武病
重住院，董良翮回京探望父亲，已是弥
留之际的董必武却不让儿子留在身边，
催促他赶紧回去：“农村工作忙，不能长
期耽搁。 我这里有人照顾，你还是回农
村安心工作。 ”董良翮只得含泪辞别病
危的父亲，回到插队的农村。

董必武的一生是辛勤的一生，也是
严厉的一生，他用严厉教会了子女如何
坚守本心，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董必武：严父的代名词
□ 刘畅

他是一名从教 21 年的普通教师。
他在地理学科教学中为全区竖起了

一面旗帜。
他满腔热血投身教育事业， 在平凡

的岗位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是全区优
秀教师的代表。

他就是衡阳市南岳区实验中学教师
伍泗洋。

忠于职守，乐于奉献
因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伍泗洋深

知学习是终身的事，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
在思想上与时俱进， 在业务上引领学生
成长和发展， 才能做一名合格的人民群
众满意的教师。 为此，他不断提高自身的
综合素质与能力， 不仅通过函授班学习
研究生课程，丰富地理课堂教学艺术性，
还每年自费购买地理教学专业期刊， 关
注地理教学前沿动态。 学生评价“他的
课堂充满着时代的气息”。 不论是当老

师、 班主任、 区兼职地理教研员还是学
校的管理工作， 在任何岗位， 他都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将全部的热情投入
到工作当中去。 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敬业爱岗，业绩突出
作为一名富有经验的教师， 伍泗洋

在教学上对学生严而有度， 用爱与学生
沟通。 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课，他所带的
班每年统考成绩平均分、 合格率都遥遥
领先同区。由于教学经验丰富，管理能力
强，业务精湛，伍泗洋多次参加全市毕业
会考的命题制卷工作。 他非常注重平时
经验的积累，将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为加强与同行之间的分享， 他撰写的论

文在省市区多次获奖， 多篇文章公开发
表。

积极实践，勇于创新
在中学地理课堂教学中， 伍泗洋注

重以现代教育观念和理论为指导， 积极
创设特定情境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学活
动。 在全面深入推进新课程改革的背景
下，他较早地转变教育思想，主动推进深
化课堂教育改革，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
师的角色，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教育
教学的研究者、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社区型的开放教师。

在教学实践中， 伍泗洋注重处理基
础知识和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

值观的关系， 使多种目标统一到地理素
质培养这一根本目标当中， 注重学生学
习态度的分析和疏导， 采取各种措施帮
助学生转变学习方式， 使他们形成自主
学习的品质、 主动探究和合作学习的精
神、不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为他们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打下良好的
基础。 因勤于钻研专业方面的教育教学
方法，伍泗洋个人业绩突出，荣获衡阳市

“教研教改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情系教育，注重宣传

作为教育工作者， 伍泗洋在繁忙的
教学工作之余， 关心学校和全区教育整
体形象的宣传，他在省市区各级电视台、
网络平台等媒体上发表了多篇稿件，推
介南岳教育。 对提升全区教育形象，提高
教师们的美誉度， 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
用。 对塑造学校教育形象，树立学校教育
品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满腔热血写春秋
———记衡阳市南岳区实验中学教师伍泗洋

□ 彭运良

有人说，
世上没有问
题孩子，只有
问题家庭。不
管你是教育
家，还是一般
的父母，在教
育、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倔强期”的同时，
一定要与时俱进更新教育理念， 学会教
育自己。

13 岁至 16 岁的孩子往往有一个显
著特点， 即进入心理学家认为的“倔强
期”，父母让他这样做，可他偏偏要那样
做， 还常鲁莽顶撞父母， 令父母头疼不
已。

那么父母在孩子的“倔强期”应该如
何做呢？

此时， 父母应注意把孩子成长过程
中显露出来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不
要让孩子形成动辄与父母争吵的恶习。
因此，家长与孩子要有良好的家庭沟通，
要善于倾听孩子心声， 善于发现孩子优
点，告诉他什么地方做得好。

父母与青春期孩子交流沟通时，要
明确主要目的。 父母与孩子一起谈心时，
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生活的实际情况及父
母工作的辛劳， 以取得孩子的谅解和支
持，不要认为孩子还小，一味地说“学习
去，大人的事别管”，要让孩子意识到自
己也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家庭应建立固定的习惯和秩序，要
严守规则。 一般不必多，但父母必须严格
遵守规定， 家长要养成合理的行为习惯
并留心使孩子学着去做， 为孩子树立榜
样。 同时要建立较为宽松和谐的家庭氛
围，以保持对话渠道的畅通，尽快找到解
决问题的方法， 让孩子感到你无时无刻
不在关心他。

作为家长， 应该及时把握好孩子的
心理变化，尊重孩子的自尊心，与孩子建
立起一种亲密平等的朋友式关系， 要告
诉孩子你相信他的处世能力， 并在孩子
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和建议，但对于一
些不良行为和不合理要求， 家长要在讲
明道理的前提下予以拒绝。

理性对待孩子的
“倔强期”

□ 覃光林

一位普通的美国小学教师，发现全
班同学在学校集体喂养的一只名叫玫
瑰的小白兔死了之后， 孩子们都很悲
痛，情绪波动很大。

于是这位老师立即想到，要对孩子
们开展一次与家长协同的死亡情感教
育，帮助孩子们度过失掉“伙伴”的悲
痛。 于是她及时地给家长写了一封短
信：

玫瑰的死令老师和孩子们感到悲
伤并非常想念它， 玫瑰的死也可能会
使孩子们想起他们喜爱的人或宠物的
死。 我们将在明天集合后， 邀请孩子
们参加一个讨论会。 我们还会与孩子
们一起制作一本关于玫瑰的纪念册，来
追忆与玫瑰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和表达
对它的思念。 在最近一段日子里，有些
孩子可能会经常提起玫瑰，有些孩子可
能会变得沉默寡言。 请您体谅孩子的情

感表现。
这位普通的

美国小学教师，
通过在学校的情
感教育活动和家
长们在家里的情
感教育协助，向
孩 子 们 传 播 了
爱， 有益于树立
他们的健康人生态度。

为了开展死亡教育中的情感教育，
美国一些中小学，还固定开设了由专业
殡葬人员或重症室护士来校讲授的“死
亡课”。 课堂上，专业殡葬人员或重症室
护士，和孩子们讨论人死时会发生什么

样的事实与情景，并让学生们模拟遇到
亲人车祸死亡时的情形，以及应对悲痛
情感的正确方法，或体验突然成为孤儿
的凄凉感觉。

对于此类独立科目的专业“死亡
课”， 美国一些中小学校积极支持并已
开展多年。 但另一些学校却坚决反对，
担心太残酷的死亡教育方式，可能会给
孩子们心中留下阴影。

然而另一类专业的死亡情感教育
课，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美国中小学校的
普遍欢迎。 那就是在教师或家长的带领
下，孩子们来到为绝症患者提供临终服
务的场所。

在那里，孩子们对即将离世者表示
深深的尊重，他们将鲜花瓣撒在临终者
的床上，并勇敢地握住处于弥留之际的
老人或病人的手， 向他们送上祝福的
话，微笑着目送他们告别人世。

美国的死亡教育
□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