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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
教育杂谈

说文解字
JY

小学三年级的妡儿放学回来，一
脸认真地对我说：“妈妈，你想知道我
的同桌天明考试的情况吗？”我说“想
知道啊！”妡儿说：“语文倒数，数学倒
数，英语也倒数！他真是个差生！”

听了妡儿的话，我心里好生难
过。天明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他父母
工作忙，管得少，基本上都是老人在
管。老人娇惯孩子，所以孩子的很多
习惯都没有培养好，经常玩电脑游戏，
成绩一直不太好，是老师同学眼里的

“差生”。
可就是这个小小的“差生”，给我

留下过很深的印象。那是今年的端午
节前夕，老师为了让孩子们了解传统

节日的习俗，邀请了部分家长到学校
教孩子们编织鸭蛋网袋。我负责教妡
儿和天明在内的4个孩子。编织网袋
看似简单，可是孩子们的小手不是那
么灵活，所以我一边示范，一边口头讲
解。每示范一个动作，都要讲解好几
遍，然后再看看孩子们完成情况怎么
样。天明是4个孩子中比较坐不住的
一个，一开始的新鲜感过了以后，就有
点不耐烦了。我心里暗想：难怪孩子
成绩不是太好，静不下心来学东西是
一个原因。

我正这样想的时候，天明的一
个举动突然感动了我。天明把他的
水杯推到我跟前，说：“阿姨，你说了

这么多话，喝点水吧！”。我心头一
热，包括我自己女儿在内的四个孩
子只有天明想到关心别人，照顾别
人。为了给孩子们强化“大人同样
需要孩子关心”这一观念，我刻意用
夸张了一点的语气说：“天明，你真
是个好孩子，真懂事！阿姨谢谢
你！”，可能天明很少听到这样的鼓
励，小眼睛里都开心的放光了。我
又说：“天明，好孩子，你把网袋耐心
编织完就更好了！阿姨就更喜欢你
了！”。天明接下来的表现果然如我
所料，认真完成了手上的编织，中间
还又更热情的劝我喝水两次。他完
成工作后，眼睛期待地看着我，等我

表扬，我当然是毫不吝啬地再次表
扬了他。

小小的天明，那么天真、那么可
爱，我真不忍心去想在他这个年纪，就
被戴上了“差生”的帽子。我多希望大
家能给班级中某一方面有欠缺的学生
多一些鼓励，多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
唤醒他们的自信。让他们感受到被人
喜欢，被人关注的愉悦，谁能说他们以
后就不会成为优秀的学生？退一步
说，人生的道路有很多种，也不是只有
学业优秀这一条路成才的。

老师们，孩子们，家长们，我们别
轻易定义自己周围的一个孩子是“差
生”，好吗？

请别叫他“差生”

1. 希望妈妈尊重、平等对待孩子
2. 希望母亲让孩子在家里多承担点家务
3. 从孩子的角度思考孩子的成长，发现孩

子的问题或错误时先想好再说；要保护孩子的
个性化思想，孩子的想法不要急于肯定或否定

4. 多运动
5. 教育孩子需要注意方法，要做到互相尊

重理解，孩子才能接受
6. 多点赞扬
7. 不要太过介意孩子的成绩一时的好差，

要引导孩子正确的人生观
8. 在父亲教育孩子的时候，遇到有不同意

见，希望不要在孩子面前驳斥父亲
9. 希望母亲多一点温柔，多像水一些
10. 可以更有耐性
11. 妈妈再细致关怀些
12. 希望母亲多点在孩子面前赞扬父亲
13. 少一点罗嗦、多一点倾听孩子的心声；

学会放手
14. 希望母亲对父亲教育小孩的方式方法

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15. 在小孩的面前说出爸爸的能干，树立

父亲的形象
16. 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不能太多迁就、退

让，要坚决说不，才能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
17. 对孩子可以疼爱，但是不可溺爱；克制

自己的情绪，把问题说深说透，让孩子能够理
解，而不是抱怨不听话

18. 少一些抱怨，多一些沟通；多在孩子面
前树立一些父亲正面的事情

19. 少唠叨
20. 希望妈妈在和小孩沟通时稍微耐心一

点，多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尊重孩子的意见
21. 不要在接孩子时，一上车就问孩子考

得怎样，一旦考砸了就不高兴，责怪孩子；平时
不要太严厉

22. 母亲应该多关注和培养孩子情绪、情
感

23. 希望母亲在处理孩子的问题上更理性
一点，在对待孩子的管理态度上张弛有度

24. 珍惜感恩，凡事自我检讨
25. 母亲要放手，给孩子自由和自主
26. 目标一致，坚持原则，不轻易向孩子妥

协
27. 不要太多干预孩子的交往，但要更多

地关注特别是人格、人品和培养良好的习惯
28. 不要在爸爸批评指正小孩时，当面来

一句：“你不也一样！”
29. 母亲说的过多了，孩子不愿意听母亲

的唠叨，易产生抵触
30. 不要对孩子交待的事情重复说
31. 要相信孩子能做好，不要过于呵护孩

子的生活，过于唠叨会引起孩子的反感
32. 不必过于实在，让孩子快乐、自由的成

长
33. 多表扬一下爸爸
34. 对父亲多理解、对小孩多包容
35. 在日常生活和面对孩子的时候，希望

妈妈能与爸爸互相沟通，不能当孩子面埋怨妈
妈的不是，更不能当爸爸教育孩子时，指出爸爸
做不好

36. 对待孩子的耐性加强；教育孩子树立
方向

37. 耐心等待孩子的成长
38. 少揭爸爸不好之处，多支持爸爸
39. 作为爸爸，希望天下的母亲都能谨遵

古训，孝顺、善良、仁爱、同情心；贤妻良母是女
人必备的品德

40. 不要过于溺爱，多培养孩子独立、坚强
的性格

41. 同样的事情重复说教效果差；合理控
制情绪

42. 干净、气质、大方、不要看重小节
43. 希望母亲对儿子多一些理解和自由空

间，允许儿子去体验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直接
面对困难

44. 少罗唆，多提明确要求
45. 母亲应该做好母亲该做的事
46. 热爱生活，有条理、整洁、细腻、关爱
47. 遇到教育方式的矛盾先和父亲私下沟

通，而不是当着孩子的面讨论甚至争吵；言简意
赅，少些罗唆；更重视家庭气氛营造对孩子的情
绪的影响

48. 在教育孩子时，能配合一致
49. 母亲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希望能分担

一些，主动参与
50. 希望妈妈对孩子不要太罗唆，很多事

情爸爸已经很了解了，妈妈可以通过爸爸来了
解，如果妈妈希望跟孩子沟通应该从孩子的兴
趣入手

51. 多点沟通，少点埋怨；别心急，沉住气
52. 其实对孩子，父母首先的态度是尊重

（特别是对已经到青春期的孩子）而尊重是需要
氛围感染的，父亲和母亲之间更要尊重和理解

53. 母亲不要太在乎孩子的成绩，多关心
其学习生活存在的困难问题，然后去排忧解难。

54. 培养儿子更有男性特征，女儿更有女
性特征

55. 和孩子做朋友
56. 不要每当听到其他孩子的优点时，就

对比抱怨自己的孩子

编者按：近日，广东一所中学召
开家长会，在会上，爸爸们给妈妈们
提了好多意见。本刊选录部分，供妈
妈们参考，让爸爸们和妈妈们共同建
设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小家庭

爸爸们给
妈妈们的建议

《父与子》是德国漫画大师埃-奥-卜劳恩的传世名
作，1934年问世，经久不衰，漫画充满了人性的温情和幽
默，父亲和儿子平常而快乐，温馨又奇妙。

■ 陈才明

社会发展很快。以前常常听领
导教导说：老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
己要有一桶水，总觉说得很有道理，
自己也为此努力和奋斗过。社会进
入了计算机、信息网络时代。知识的
获取渠道四通八达，学生已不单从学
校老师那里获得知识了，他们还可通
过社会生活，电视网络等传媒获取所
需知识。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知
识，新文化不断涌现，学校教育教学
的知识内容未必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而教材又不能及时更换。学生如果
单一地从老师身上学习知识，走上社

会，肯定一开始就已经被社会淘汰。
女儿读四年级时，我教她开电脑，

过了两年女儿用电脑打字，上网聊天，
网上购物，查阅资料的能力远在我之
上。有一天，我在淘宝网边看网页，边
电话和朋交谈购物事宜，朋友让我截
下我看中的物品图发给他，我说自己
不会，坐在旁边的女儿听到后叫我靠
边站，一番敲打键盘后，只见她很娴熟
地截图，发送，回复。后来跟她了解，
才知道截图的本领是她玩出来的。我
想能通过自主“玩”而获得的知识技能
是真知识，真本事，真能力。

又一次，听一位同事讲，为了孩
子能好好的学习，他家不看电视，不

买电脑拉宽带，严禁孩子用手机。后
来他孩子考上了国内一所名牌大
学。为此，他特别骄傲，逢人就说。
他的做法与结果让人深思啊！现今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一个不看
电视，不会上网，不用手机的人那是
多么让人不可思议。用手机，上宽
带，是当今基本的知识和能力。手机
是现今社会中人们最常用的生活用
品。别说城市里人人有手机，农村里
大人们也人人用手机。

前段时间，一次在海南省级教研
活动上，遇到了二十多年没见过面的
老同学。多年不见，我们聊了很多很
多。在学校，这位同学没有什么优秀

的地方，很平凡的一个人，有时学科补
考单上时有他的名字。二十多年后，
他经历了普通老师、中心小学教导主
任、校长和中心校的校长，现在是中学
高级教师、省级学科带头人，县教研室
主任。谈起他的成长经历，他说跟着
人家学，跟着时代走，多点自主学习，
多与别人合作，习惯了就好。

纵观人的发展，养成自主学习的
习惯，具有合作精神与合作素养，具
备自主合作学习的能力，是未来每个
公民都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人具备
了自主合作学习的能力，才能为未来
发展支付必需的，或更高一级的知识
消费。

自主学习，公民必备素质

春，夏，秋，冬
■ 王二狗

甲午的时光到了尾声，年轮爬行在我们
细琐的眼角，这是生命对抗时间之逝的悲壮
和诗情。当我们目睹着无形的时间如野马般
远驰，服膺苍茫也有，心存静谧也有，这些未
及细审的触感，在某一个尘埃落定的清晨或
黄昏，大概都被小情怀书写为“岁月安好”。

安好的不过是岁月罢了。
“春夏秋冬”并非从来就有。也许是上

古的中原大地远不如今天四季分明，也许是
季节的轮换未能引发先民太多伤春悲秋的
感喟，甲骨文中不分四季，只记“春”“秋”，不
闻“冬”“夏”。

“春（萅）”，像草木萌发，由草木萌发而
代指万物生的季节。有人以为它是形声字，

“屯”是单纯的声符；有人以为“春（萅）”是兼
声，“屯”形义具备。然而，关于“屯”，有人觉
得“屯”为“春”本字；有人以为“屯”是“纯”本
字；有人以为“屯”本身就像种子破土而出。
但是无论如何，那一派春意盎然，并没有受
到“屯”太大的影响。所以，许慎对“春”字

“推也”的解释，不说在训诂技术上的闪转腾
挪，在意义上也是自然生命力蓬勃向上的婉
曲界定。

“秋（龝）”，“禾谷孰也”，举火烧虫为秋，
这是丰收之后焚烧庄稼、肥沃土壤的写照，
只是人间的喜悦被降临为飞虫的灾殃。到
了后来，“秋”字怜惜那些小小的生灵，省了
虫形，直接从禾从火，尽管虫形被讹写成了

“龟（龜）”。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一面是自
然转换并且尝试着绚烂的金色调，一面是终
年的风雨和苦辛被兑现为仓廪的殷实和喜
庆。

“夏（夓）”字难解，众说纷纭。许慎说，
“夏”是肢体健全、神采毕现的“中国人”。据
说，先秦的历史，就是夏族与华族分分合合、
彼此交融的历史。这个“夏”字，的确是一个
关乎我们族徽的名词，同时又是岁时的一段
光阴，但是偏偏，现存的甲骨文中找不见它
的形体。似乎，上古比现在暖热，据说黄河
流域的气候一度接近亚热带。夏季苦长，贵
胄们享受着凌人制冰祛暑的魔力，而寻常人
家只能凉簟西窗，闷来盹睡。所以，不妨猜
度，暑热难当，先民伏于至热至阳的季节，活
动少了，求神问卜之事也就少了，作为季节，

“夏”不见于卜辞并不奇怪。
一年将尽，就到了冬天，所以“冬”者，为

“终”。“终”，像用两缕丝线结节表示线端已
尽，俨然几何学符号里面线段和射线端点的
思路。古人借“终”为“冬”，比喻年岁走完了
一个轮回，为时间打一个漂亮的结。后来，
人们又在字内加了“日”，还有人填进去了

“冰（仌）”。至于“终”，添了绞丝旁，另造了
新字。

“春雨惊春清谷天”，春天的音节活泼着
和跳跃着明朗的调性，任凭伤春感怀的诗人
词客悼挽自怜，春天的朗润与荣发，依旧舒展
着柔嫩的腰身，把新鲜和希望蔓延到时间的
远处。“夏满芒夏暑相连”，夏天的声律短促焦
渴，那是鸣虫的不安，是暴雨的沉闷，是蹙眉
的汗水，是向秋天急奔的一帧一帧慢镜，爬满
了喘息和速度，爬满了紧迫性和肌肉感。“秋
处露秋寒霜降”，秋季的乐声悠扬缭绕，有波
动，有转折，有惆怅，有情感温度的凝降，有人
到中年与世界共同的达观与泰然。“冬雪雪冬
小大寒”，冬季的音韵回旋着平仄的协调和共
鸣的绵长，仿佛在回味曾经历经的跌宕起伏。

春夏秋冬，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着。过
着过着，我们就老了。

如果连岁月都能坦然接纳，我们还有什
么可以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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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玮 欢迎读者与教育周刊一起思考海
南的教育问题，一起为海南教育加
油！有什么心里话，欢迎您对我们说。

教育周刊欢迎投稿！投稿要求原
创首发。教育周刊也欢迎读者提供新
闻线索，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去报道。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是海南日报推
出的周刊系列之一，每周二推出。
投稿信箱：2996130659@qq.com

教育周刊
欢迎投稿

教育周刊广告联系
299613065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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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漫画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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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嘣！”早上6时43分，你出门上班去
了，天空中大雾弥漫。很想对你说：“他
爸，谢谢你！”这些年，我陪儿子上早教、
上培训班直到他能独立上幼儿园上小
学，花掉的学费也够他爸你买辆经济型
轿车了，家里3个书架的童书，买价也够
得着一两年的油费了。但你从没说什
么，每天早晚坐3个小时的公交上下班，
还默默忍受着我时不时批评你陪儿子上
培训班次数太少。是的，你是去得少，但
毕竟去过。只是去过一两次，就感受到
了同样身为男性的外教T·K对儿子付出
了怎样的耐心、尊重和努力！只是去过
一两次，就被有心的工作人员抓拍了几
个镜头，永远地留在了记录S105001班
成长历程的毕业典礼幻灯片里。

“爸爸呢？”每天午餐，儿子都会问。
虽然他明明知道，你上班的地方太远，中
午是不回家的。

“爸爸回来啦！”晚上6时49分，听到
钥匙开门的声音，我冲着儿子直喊！“爸
爸，我们打牌吧！”“爸爸，我们折纸飞机
吧！”“爸爸，我们读书吧！”无论你是坐在
沙发上读给儿子听，还是躺在沙发上听
儿子读，我都想说：“他爸，谢谢你！”就算
回到家里你懒得陪儿子，只是自己坐在
电脑前看小说玩游戏，我也要说，“他爸，
谢谢你！”毕竟，一下班你就回家了，没有
去打麻将、喝茶、K歌或者买彩票。

在你陪儿子读过的书里，有一本叫
做《美丽星期五》的，据说是表现了伟大
的父爱：那位父亲有个每周五陪儿子吃
早餐的小惯例。每当我读到这本书，都
会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一个星期那么漫
长，父亲能陪儿子的竟只有一顿早餐的
时间！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那本叫做《父与
子》的漫画书，每幅画，都能感受到那种
自然而然的父子连心的喜悦。我期待
着，有一天，你也会陪儿子读到这部伟大
的作品，有一天，你和儿子在一起时，也
能洋溢着那种自然而然的父子连心的喜
悦！到那时，当我说起“谢谢你，他爸！”
该是多么会心多么甜蜜！

我等着，儿子已经10岁了，我已经
等了 10 年了，10 年中，我们都在成
长。我能感受到你的成长，一点一滴，
真的，“他爸，谢谢你！”只是岁月匆匆，
人生能有多少个10年？我不确定。我
能确定的倒是“孩子没有第二个童
年！”而我所能做的，只是等，一边努力
着，一边等待着。毕竟，丈夫可以换，
他爸不能换。无论你留给儿子的是幸
福还是遗憾。

或许，生活本身就是幸福着，也遗憾
着。

作为母亲，我总是奢求着，儿子的幸
福会多一些，遗憾能少一点。

作为妻子，我也一直期望着，他爸你
会更懂得享受和儿子在一起的平常生
活。

“他爸，谢谢你！”让儿子这样等待
着，幸福着，也遗憾着；让我这样努力着，
奢求着，期望着，从不曾放弃……

电话：6681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