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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的家教启示

“别让别人告诉你，你无法成功。 如
果你有梦想，就要去捍卫他。 ”在电影《当
幸福来敲门》中，历经无数次失败的男主
角克里斯加纳面对儿子不解的提问，坚
定的说出了这句话。

人人都有追逐幸福的权力， 可在电
影中， 男主角克里斯加纳先后经历了车
子被暂扣，推销的医疗器械被偷，甚至连
相濡以沫的妻子也离他而去， 留下儿子
克里斯托弗和他相依为命。 而当房东前
来索要房租时，只剩下 21 美元的克里斯
加纳只能和孩子露宿街头， 命运似乎把
通往幸福的那扇门悄然关上。

费尽周折， 克里斯加纳赢得了在一
家著名股票投资公司实习的机会， 但是
实习期间没有薪水， 而且最终只有一人
可以成功进入公司，为了生存下去，克里
斯加纳只能白天把孩子放在寄宿学校，
利用空闲时间带着孩子推销医疗器械维
持生计。

逆境中，如何才能给予孩子生活下
去的勇气和信念呢？为了让儿子有正常
的上学环境， 克里斯加纳卖血付学费。
为了每一个能改变自己和儿子的命运
的机会，他都会用尽全力去争取，即使
机会在他手中悄悄溜走，他也微笑去面
对。 艰难困苦中，孩子是克里斯加纳唯
一的精神支柱，他也把这份乐观传递给
了孩子。 影片中，孩子的梦想便是成为
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在生活的巨大压
力下却不得不选择放弃这份梦想。而正
是克里斯加纳的一番鼓励，才让孩子拾
起篮球， 同时也拾起了面对困境的信
心。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片中，为
了保护孩子的自尊心， 克里斯加纳带着

儿子躺在用卫生纸铺垫的厕所里的地板
上蜷缩着。 儿子睡着后，不断有人想敲开
厕所的门，克里斯加纳用脚抵着门，捂住
孩子的耳朵， 努力不吵醒他。 在孩子面
前，他永远都是最顶天立地的爸爸，他没
有办法给予孩子同龄人一般的物质生
活， 却拼尽全力给了孩子生而为人的尊
严与勇气。

在逆境中如何教育孩子， 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见解。《当幸福来敲门》用 90分
钟的试听语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困
境中给予孩子信念和尊严。 物质条件的
缺乏也许会让孩子的童年并不快乐，但
父母却能用乐观和豁达给孩子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也能用自身的拼搏告诉孩子，
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在世上有尊严的活下
去。

影片最后，克里斯加纳历尽艰辛，如
愿成为了一名股票经纪人， 带着孩子过
上了幸福生活。 而正如片名《当幸福来敲
门》，面对命运，只有拥有生而为人的尊
严和打破枷锁的信念时，才是幸福来“敲
门”的必要条件。

逆境中的抗争与追求
□ 谢扬烁

下午临近四点， 一众
家长聚集在小学门口接孩
子放学， 迎着红彤彤的暖
阳， 我和一位刚熟识的母
亲拉着家常。 一群学生随
着移动门的打开， 喧哗着
涌了出来。“书包，拿着！ ”
一个稚气的童声非常莽撞
地闯进我的耳朵， 一个蓝
色的书包蓦地扑倒在这位
母亲的脚下。

我诧异地抬起头，一个一脸红扑
扑的小男生正在我们面前蹦蹦跳跳
着。 知道是这位母亲的儿子，我摸摸
口袋，恰好有两块巧克力，就赶紧笑
吟吟地递过去一块，带着玩笑的口吻
说：“小伙子读书辛苦了，奖励一个。 ”

“不吃，不吃! ”小家伙梗着脖子，
头撇向一边，不屑一顾地嚷嚷。

我的手顿时僵在那里，身边的喧
闹也一下子消失了。“不好意思，小孩
子没礼貌，我回去教育。 ”这位母亲一
边尴尬地笑着， 一边搂过他的儿子，
娘儿俩说说笑笑着没入了人群。

刹那间，我的脑海中闪现出另一
位母亲。 她的儿子是我的学生，读初
中的儿子离了手机就不愿上学，有了
手机就随时随地上网，打游戏。 无奈
的老师只好不时请这位母亲到校协
商处理。 每次，这位母亲都悄悄踅转
进办公室，细声细气地恳求儿子放弃
手机，儿子木然地站在那里，目光游
离着， 偶尔上扬的嘴角露出一丝讥
笑。

那位初中生母亲的今天，会是这
位小学生母亲的明天吗?桔红色的晚
阳无力地垂在树杈间，像一个倒悬的
问号。 我紧紧牵着女儿的手，内心陡
地生出感慨： 宽严有度方为教育之
道，母爱不应只有慈爱，更应有适当
的惩戒。

朋友是一位英国教
育博士，暑假回来探亲时
到家里小坐，正赶上我读
初二的女儿要去参加夏
令营，我们大包小包地为
她准备着。 朋友见了忍不
住说：“孩子已经长大了，
有些事情让她自己去做，
她才会成长。 ” 妻子说：

“这怎么能行？ 她还小，什
么都不懂。 ”“正因为她什
么都不懂， 所以才要去
学， 如果事事都替她做
了， 她就永远也不会成
长。 ”朋友说。

随后，朋友向我们聊
起了英国的家庭教育。

英国家长教育孩子
重点放在如何学会自立

方面。 英国父母会让孩子参加军队
训练，男孩子从小加入童子军，去锻
炼自己的体格和意志， 学习野外生
活的经验。 女孩子体能训练强度上
比男孩子小些， 但要附加学会做饭
和手工。

英国孩子也比较自觉， 他们觉
得父母的钱是父母的， 挥霍父母的
钱是可耻的行为。朋友有一个同事，
家境很好， 但她的女儿去伦敦读硕
士，学费都是女儿自己申请贷款，生
活费和零用钱也是女儿打工去赚。
曾经有位家长， 因为生气儿子毕业
后不积极找工作， 就请会计师将自
己的账算好，在死之前要把钱花光，
一分钱也不留给儿子。

当问到孩子就业的问题时，朋
友说英国家长都会尊重孩子的选
择，由他们自己做主的占大多数。英
国家长认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只要不让她们饿肚子，没有挨冻，就
是最大的爱。“做父母的，为了孩子
的健康成长，的确需要狠心一点，即
使家庭富裕，如果孩子不争气，多少
钱都可能挥霍光。 ”朋友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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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是盛满爱的事业，爱
在老师的辛勤培育中， 爱在老师默
默的耕耘里， 武冈思源实验学校的
刘小宁就是这样一个爱生如子、与
时俱进的优秀教师。

1997 年， 刘小宁毕业于武冈师范学
校， 分配到偏僻的稠树镇法新乡中学任
教，一呆就是十年。 虽然学校离家仅几百
米， 但她以校为家， 有时连周末都没回
去，利用休息时间给留守学生补习功课。
在工作中，她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任劳
任怨，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心里时刻装
着学生，深受学生和家长喜爱，她所教的
班级在全镇统考中均名列前茅。 后来刘
老师调到大甸镇中心小学任教， 成家立
业后，担子更重了，但她依然担任六年级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当时小孩才一岁多，
她用瘦弱的肩膀扛着重重压力， 可喜的
是她所带的班级特别出色，升学率最高，

可刘老师不知不觉瘦了 20斤。
2014 年， 刘小宁主动申请到邓元泰

镇清水小学村小支教，每天上六节课，有
时累得眼冒金星，可她乐此不疲。 一次，
刘老师不小心被路边的广告牌砸倒在地
上，当时昏了过去，右手和右脸软组织挫
伤，右脸乌青，右手伤了筋，一上抬就痛，
但刘老师没请过一天假。 她咬牙坚持在
黑板上写字，疼得额上沁出了汗珠，高度
的责任感使她忘记了伤痛，直到现在，她
的手还有炎症反应。 还有一次在寒冬辅
导留守学生， 回到家天已黑了， 又冷又
饿， 刘老师感觉小腿疼痛， 挽起裤脚一
看，发现腿上竟然起了花纹，当时她在给

学生讲题目时，被电暖炉烤成这样
都没发觉。 两年支教结束时，学生、
家长依依不舍，多么希望她能留下
来。

刘小宁老师不仅努力工作，同
时也待学生如自己的孩子一般。 2017年，
她考入了武冈市思源实验学校以来，对
自己十分小气，总是买那些打折的衣服，
但她对学生、对他人却十分大方，她还主
动无偿献血两次。 自武汉爆发新冠肺炎
疫情以来，她时刻关注疫情动态，毫不犹
豫地向武汉慈善总会捐款 700多元。

不知不觉，刘小宁已工作了 22 个年
头， 她多次受到武冈市人民政府嘉奖，
屡次被评为武冈市教学质量先进个人
和优秀班主任。 如今，刘小宁头上已白
丝缕缕，剪了又白，白了又剪，这一根根
白丝正是刘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实
写照。

爱生如子，与时俱进
———记武冈市思源实验学校教师刘小宁

通讯员 叶美群

爱孩子，请给他更多可能性

中国的学校从来不是一个让人说
真话的地方，它只是应试教育下的一
个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不乏对应试
教育中技术化、程式化的东西掌握得
很好的学生，但是大学生开始找不到
工作是一个转折的信号，它让人们逐
渐领悟到：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
本是真实的本领，而真实的本领不是
来源于技术，而是热爱，一个人不热
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又怎么能超越他
人呢？

作为家长， 做到真正爱自己的孩
子、与孩子朝夕相处、观察他的一举一
动，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难。 但实际
上， 很多家长为此焦虑是因为他们封
死了很多可能性、过于急功近利，当一
个孩子说他想当救护车司机时， 往往
被家长断然否定了。

一些家长为孩子设计人生之路本
身并没有错， 但是孩子有权利选择其
他道路， 当孩子与父母的意见不统一
时，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让家庭
环境恶化到无药可救的地步。

你怕什么，孩子就来什么，孩子有
时候会不惜自毁来控制父母， 所以一
定要尊重孩子。

有些家长的想法非常微妙， 他们
本身是高学历的受益者， 有些人来自
农村， 他们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简化为

“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我学习
好”。

因此他们竭力为子女选择最优教
育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藐视自己出身
的过程，是自己人生经验的一种投射，
孩子可能从小就在他们的控制下失去
了幸福童年。

□ 毕淑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