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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的家教启示

走在美国街头， 人们总有一种心
旷神怡的感觉。街道上、草丛中很少有
纸屑、烟头或烂树叶，垃圾桶总是整齐
地“站”在路边。

豆豆在美国上幼儿园时， 环保课
程占了很大比例， 几乎每个月都有与
环保相关的主题。

美国的幼儿园老师带着小朋友们
来到一个小山坡上，—起‘种”上塑料
袋、玻璃瓶、香蕉皮和纸。 然后对孩子
们说：“一个月后， 我们再来观察它们
有什么变化。 ”到了约定的时间，老师
又带他们到小山坡探险， 把东西挖出
来。 然后孩子们发现：香蕉皮腐烂了，
纸变成碎片， 而玻璃和塑料跟埋进去
时—模一样。 老师告诉小朋友：“地球

可以比较快地消化香蕉皮， 也可以
消化纸张， 但速度慢， 需要的过程
长， 地球不能消化玻璃和塑料。 所
以，我们不能乱扔垃圾，垃圾要分门
别类……” 这样一项简单而有趣的

活动，就轻松地让“不能乱扔垃圾”的
理念在小朋友心里扎根了。

有一天，我收到幼儿园的邮件，需
要家长把喝完的牛奶桶带到幼儿园。
一个星期后， 我发现在幼儿园的院子
里，多了一座用牛奶桶搭建的迷你“万
里长城”， 孩子们在上面玩得可开心
了！豆豆兴奋地告诉我，这些都是他们
和老师—起完成的， 塑料的东西可以
回收，用处可多啦！他还兴奋地跟我介
绍：“妈妈你看， 这是用易拉罐绑在一
起做的梅花桩， 我们可以踩在上面做
游戏； 这是用纸杯和易拉罐环做的编
钟， 你拨弄它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丢掉的。

其实，它们还可以发挥作用呢！ ”
看到儿子滔滔不绝的样子， 我不

禁想起自己小时候， 老师也教我们环
保，有些垃圾要回收再利用。 可是，我
过了很多年才真正明白， 再利用是怎
么一回事。而美国的小孩子，就在老师
用心展现的世界里， 清楚地看到了废
弃物的第二次“生命”。最关键的是，它
们都是鲜活生动的。

没有反复教导， 而是带他们亲眼
去看，让他们在现实的震撼中，自己体
会垃圾的“壮观”。 所以，美国孩子的
环保观念是深入骨髓的。 对于孩子来
说，与其说教，不如花点儿时间，带着
孩子去‘种”垃圾，因为只有自己体验
到的东西，才会铭记一生。美国学校的
这种体验式教学， 也可以用到我们的
家庭，少一些说教，多一些引导，让孩
子在体验中学习， 在学习中感受生活
的乐趣。

有一种爱叫“放手”
电影《奇幻森林》讲述了主人公毛克

利本来无忧无虑地和狼群生活在丛林
中， 因为被仇视人类的老虎谢利可汗追
杀而不得不开始一段奇幻的冒险之旅，
给观众留下了一些教育启示。

影片的开头毛克利像人猿一样在丛
林间灵活穿梭，拼尽全力的向前飞奔，好
像在躲避身后巨大的危险。 狼群陪伴着
他，但很快将他抛之脑后。由于一个小失
误， 一个黑色的身影如闪电般将他扑倒
在地。

心有不甘的毛克利埋怨说， 如果不
是树枝意外折断，他肯定能够成功逃脱。
巴赫利耐心地告诉他， 在丛林中生活要
学会观察潜在的危险。

从丛林的生存法则和社会规范到为
了保护毛克利而和强大的老虎厮杀，巴
赫利就像循循善诱、 尽职尽责的人生导
师一样， 倾尽全力为毛克利的成长保驾
护航———不仅陪同毛克利锻炼， 而且找
到最佳的成长环境，将他寄养在狼群中，
使他有了融入集体的归属感， 学会分享
和合作、追随和领导。

电影所要传达的是一种关乎生存和
成长的哲学:如果毛克利没有锻炼生存技
能，就很容易被自然无情淘汰。 同样，在
我们的教育中，如果孩子总是依靠别人，
没有适当的自我锻炼， 那么他们面对社
会时，很可能会无所适从。

“世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

的，只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
那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 所以父
母真正成功的爱， 就是越早让孩
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
命中分离出去, 你的教育就越成
功。“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就是一种自
我锤炼。 我们只有给孩子锻炼的机会，他
们的潜能才会被激发， 才会有无限发展
的可能。 即使是跌倒，也是一种成长。 当
然放手让孩子去锻炼并不等同于放任或
放纵， 而应该像巴赫利一样给予方向和
方法的指导， 其余的让他们自己在实践
中摸索。

纵观我们的教育， 不外乎三种类型:
一是“包办型”，事事管，时时管，用“勤

快”成就“懒惰”;二是“放任型”，不管不
问，放任自流，美其名曰给孩子自由，实
则造成教育的缺失;三是“有所为有所不
为型”，给孩子充分锻炼的机会，不事事
插手，但该放手放手，该指点指点，看似

“无为”实则“有为”。 您是哪种教育方式?
相信有教育智慧的家长都会选择第三种
教育方式。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这种
“放手”就是给孩子一个环境，让他自己
去成长。

我们小区附近的图书馆开办了
周末亲子园， 家长可以带孩子去看
书，还可以跟孩子一起玩游戏、搭积
木，或者做简单的算术题。

我带 5 岁的儿子到亲子园玩。
儿子一番巡视， 喜欢上了一个益智
通关游戏。 游戏的方式是两个人各
自回答问题并闯关， 在规定时间内
一起通关就算胜利。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套模型，
有堡垒、吊桥、森林和沼泽等，每个
模型代表一关。儿子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一定能闯关成功。 ”

游戏开始后， 我们同时从不同
的起点出发。儿子有点紧张，过了五
分钟还没闯过第二关， 而我已经来
到第五关。我有些着急，担心儿子成
为猪队友导致我们不能通关。

又过了三分钟，我又闯过两关，
儿子才到第四关。 我脑子一热来了
句：“抓紧点啊， 过了时间我们就输

了。 ”儿子一听更紧张了，脸一红低
下了头。我这才注意到，有两位家长
正在一旁观战。

离我们 3米左右的地方， 一名
妈妈正恼怒地教训起了自己的儿
子：“你怎么回事？ 这么容易的题算
5 次都不对！ ”那个男孩 6 岁左右，
正委屈地用铅笔在草稿纸上算着什
么，耷拉着脑袋，因被教训而羞愧得
满脸通红。

那名妈妈仍喋喋不休， 一会儿
说儿子太松懈，不认真;一会儿说这
么简单的题应该很快就能做出来
……那个孩子紧握着小拳头， 不敢
出声，当然最终也没算对。他干脆把
铅笔一丢，跑了出去……

我心里一动， 不禁想到刚才自
己的态度。假如我的脾气再急躁些，
儿子会不会也像那个孩子一样跑出
去？ 想到此，我深吸一口气，声音柔
和地对儿子说：“宝贝儿，来，先深吸

一口气再想答案。 ”
儿子立即把视线转移到了游戏

上，眼睛闪着亮光。 显然，我的话让
他意外又惊喜。他认真盯着第四关，
只思考了两秒钟，就答对了。第五关
他也很快通过。 看着儿子自信的表
情和迅速移动的小手，我一阵欣喜。

“妈妈，你快点啊，时间要到了。 ”儿
子开始提醒我。

最终， 我们在规定时间内先后
到达终点，通关成功。儿子兴奋地抱
住了我， 旁边的家长和孩子也为我
们鼓掌。

回家的路上，儿子突然对我说：
“谢谢妈妈！”我问他为什么谢我，他
一本正经地说：“妈妈没有在那么多
人面前批评我。 ”

我鼻子一酸。 原来，作为妈妈，
若能体谅孩子的心， 顾及孩子的面
子，不但是对孩子的尊重，也是对孩
子的莫大鼓励。

这两年来，儿子学习成绩
进步很大，逐渐迈入了年级前
十名，很多家长问我有什么秘
诀。 仔细想想，我的秘诀竟然
来自生活。

儿子向来对英语不感兴
趣，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收效甚
微。 一天，有个朋友从欧洲带
了一套护肤品给我，说明书上
全是英文，我只好搬出牛津字
典一个个单词地查，儿子也帮
我一起查，两个小时后我们终
于翻译出了个大概。第二天，儿子一放学，又
拿出了那套护肤品，说我们昨天的几处翻译
有错误，他特意去问了英语老师。当天晚上，
英语老师告诉我， 儿子在英语课上特别认
真，下课后还在查阅资料，又主动问了她问
题，这可是自上中学以来第一次。

这件事启发了我，为学习而学习的灌输
方式，儿子不感兴趣。 如果带着生活实践去
学习，他却相当认真。于是，我决定好好挖掘
这个渠道。

我托朋友找来一些英语说明书，有护肤
品的、汽车的、机械的，等等，隔几天就装作
很无奈的样子对儿子说：“自从上次我在单
位吹嘘你帮我翻译那套护肤品说明书后，我
那些同事们都很佩服你呢，张姨请你帮忙翻
译一下厨房器具的用法。 ”儿子不仅没有拒
绝，还很开心，自信满满地投入其中了。

儿子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渐渐被调动起
来，而且这种翻译训练对英语水平的提高效
果特别明显， 不再是死记硬背几个英语单
词，而是从语言的角度整体理解。 坚持了一
段时间，他不但提高了考试分数，而且学以
致用，很有意义。

语文实践比英语实践更方便，有时和儿
子一起看电视，我会有意引导他注意台词的
说法;吃早餐时我们会听新闻，我有时会点
评新闻标题，顺便问问他的想法。

儿子他爸在建筑公司工作，经常要接触
很多数学、物理方面的具体计算;儿子他叔叔
在药厂从事生物研究方面的工作， 跟化学打
交道多。 我都刻意要儿子多找他们去实践。

通过实践， 孩子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浓
了。运动学上，有个概念叫“甜区”，意思是指
球拍拍面的最佳击球位置，很多人借用这个
词形容某个人感兴趣和擅长的区域。 我想，
孩子学习也有“甜区”吧，我们要帮他们搜索
和扩大这个“甜区”，生活式学习也许算一个
不错的渠道。

父母必读 给孩子留面子
□ 何小琼

教子有方

异国之鉴

□ 佚名

美国的环保教育
□ 加州魔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