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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座谈交流活动中，有位中学生曾向我
问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社会越来越复杂，一不小
心就会得罪人，与别人纠上结子，我们该如何去避
免呢？

我不多思索就这样回答了他：及时道歉。那
位学生听了我所答，若有所悟地点点头，在本子上
很认真地写下了四个字：及时道歉。

我不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智者，但流逝的岁月
越来越真切地告诫我：“及时道歉”这四个字是值
得我们每个人好好铭记在心上的。

在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今，人与人之间的交
往和接触繁多，难免会产生各种摩擦和矛盾，由
此引发的各种悲剧几乎天天惊触着我们的眼
球。然而，这引发仇恨而发生的一件件惨案悲
剧，一开始其实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摩擦小矛
盾。由于双方的不饶不让，怒火很快烧去了理
智。有理的变得无礼，无理的找着借口不避不
让，一触即发，不堪设想的两败俱伤，不可思议
的毁灭就那么一瞬间却成为生命永远的痛。

其实，我们生活中那一件件有意无意的摩擦
或矛盾，只需要我们真诚地认个错，只需要一声歉
意的“对不起”，只需要我们一句宽容的“没关系”，
我们就会彼此各自继续着生活美好的步伐。但是
我们现在的一些人，为自己的过失道个歉却似乎
很难很难，宁愿脸红耳赤地据理力争，也不愿诚诚
恳恳地说出“对不起”这简单的一句话。

因为自己的过失，使对方有所伤害和损失，对
方难免会生气，这时刻能平息对方怒气的是诚意
的道歉和相应的负责，而不是似有道理的辩解和
借口。因为辩解和借口只会使对方伤口越撕越
深，激化矛盾，最后留下的往往只是悔之不及的
痛。

“对不起”这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却常常遗忘
或说不出口。道歉不是示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
理智的忍让，是一种为人素养的体现，学会道歉，
人生才不会结怨，才会吉祥美好。

美国有位参议员说过一句著名的话：“道歉，
好过不道歉，而早道歉，又好过迟道歉。”

道歉是人生首要学会的礼仪，它是人生中最
不可或缺的学问，别看简单的一句“对不起”，却是
生命中最强的力量，它所诠释出的深厚和温暖是
无与伦比的。

及时道歉，也许
就是避过一难，躲过
一劫，甚至救你一命！

洪志功

及时道歉

■ 王艺容

11.15

周日晚是班主任晚修，我在年级办公
室整理本班期中考试成绩，“老师，我想找
你谈谈。”门外传来柔和又熟悉的声音，正
是我班的木木同学。我径直走出门，他立
马转头望天空，眼泪止不住瞬间涌出，我
自己是一个极其容易被情绪感染的人，也
两眼泛红，只是抑制住没有被发现而已。
其实不用说我也知道，期中考试结束，几
家欢喜几家哀愁，成绩没整理出来，还没
来得及安抚学生就会有人先求救。

木木是我从高一一直带到高二的学
生，机灵、敏感、温和，班里同学也非常喜
爱他，当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海师附
中，中考成绩排在班级前三名，在高一一
次期中考试结束后，我就关注到了他的成

绩，417分，班级第19名，还没约谈到他他
便主动先找了我，犹记得我坐在男生宿舍
楼下的长椅面对着沮丧的木木给予了鼓
励和安慰，那时候他说凡遇大考总是害怕
考不好别人会笑自己，异常紧张，考场上
大脑空白，手心冒汗，静不下心做题。

我和他说：“老师相信你是有实
力的，但是影响考试成绩的因素很
多，除了考前准备外还有考时的情绪
状态、身体状态等。考试结束后，你
尽量不要和其他同学谈成绩，比结
果，而是反思你复习和考试的过程，
如果已经尽力了，那问心无愧，接受
现实，下次再调整学习方法；如果有
做不好的地方就以这次考试作为警
醒，让自己在下半学期弥补遗憾争取
做更好。另外，你和很多同学一样遇
到大考会紧张焦虑，所以，接下来的

每场测验和月考都以‘放松自己’作
为目标，每觉察自己在面对试卷有一
点紧张时就鼓励自己通过心理放松
的状态来应对这种紧张情绪，先做简
单能做的题型，待自己心情平复些再
做难题，如此有意识的让自己在小、
大考试中进行放松训练（该方式在心
理辅导中被称为自动化脱敏法），相
信你会锻炼出一颗不仅在考场中、甚
至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也会有的稳定
心态。”（过了一个学期，他告诉我面
对大考已经没有那么焦虑，月考考了
班级前 5 名。）

而这次，11月15日晚，望见他崩溃
大哭的神情，我什么话也没说，尽可能
给时间让他疏泄自己的情绪。他有一
对好父母，家长当晚也急匆匆赶到学
校，他们告诉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孩子考

什么分数，只希望孩子过得开心和健康
就好，只是孩子自己会严格要求自己，
受了委屈家长也逗乐他希望他坚强和
乐观些。当晚，我认真和他们分析了分
数：木木考了402分，这个分数也许是
他意料之外的考差了，但却是一个事
实，虽排班级40名开外，但不是一个悲
观的数字，一般来说，平常考390这样
的分数，大约能转换为高考的一本分数
线，所以最差的情况看来是可以接受
的。我让木木自己分析了每科的复习
情况，考砸的原因，下半个学期可以对
哪一科多加努力，帮他理清了这些线
条，有了下一步的计划和目标就会有动
力，本是要求家长来接回家的他此刻也
不想回家了，而是决定在学校调整自
己，家长看到也倍感欣慰。

我建议家长们在孩子成绩出来后：

1.用事实鼓励孩子，点出你所发现
孩子进步的具体方面，例如作文字迹写
得工整了、化学进步了几分、这次没有出
现计算失误的情况等。不可质疑、挖苦
讽刺孩子的考试成绩。

2.主动沟通但不追问成绩。如果孩
子不主动告诉家长成绩则不需要追问，
可以询问孩子在学习上有没有需要父母
帮助的方面，或者和班主任联系了解。

3.及时关注考后孩子的情绪动态，
尽可能在家中给孩子提供安静温馨的氛
围，相信孩子的耐挫力、自我修复能力远
比我们想象的强得多。

每一次月考和期中考试结束都是
我作为班主任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的
机会，我常希望学生将目光放得长远
些，当下的每一次成功与失败，只要
是经历过的，都是宝贵的财富。考
试，不过是无数挑战中的一个，而学
习和生活有太多可能性，遇事不过度
悲喜，就事论事，心中始终坚守“直面、
反思和行动”，保持一颗稳定的心态，
人生会自得其乐许多。

一场关于成绩的暴风雨

教育周刊喜欢
什么样的“习作”

教育周刊非常欢迎同学们投稿，那么，教育周
刊都喜欢什么类型的文章呢？

首先是写真实生活的文章。教育周刊是报
纸，报纸是新闻纸，新闻需要真实。所以，教育周
刊希望同学们投稿写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
虚假的，不是想象的，不是杜撰的，教育周刊希望
同学们用真情实感写校园生活，写发生在校园里
的各种让人感动的、新奇的、温暖的、积极向上的、
让人思考的故事。

其次是有细节有故事的文章。观察很重要，
观察可以让我们发现别人没注意到的细微之处，
观察能让我们记住特别的不一样的东西，把这些
细微之处和特别的不一样的东西写出来，就是细
节哟！细节，会让你的“习作”与众不同，脱颖而
出。一篇文章如果没有故事，没有事例，就会干巴
巴，不好看。但是故事不是编造的，真实生活中发
生的故事，令人感动的、新奇的、温暖的故事，都是
我们喜欢和欢迎的。

第三是有思考的文章。爱动脑筋，是大人表
扬小朋友们经常爱用的一句话。思考很重要，遇
到问题，想一想为什么，看到某种社会现象，自己
也思考为什么？养成思考的习惯，会让成长更加
稳健。同学们爱思考，心随脑动，然后把想法和观
点写下来，我们的“习作”一定也会与众不同。不
要害怕把真实的心里话告诉我们哟，好的文章，凭
借的不是以华丽的语言，而是思考的魅力。

同学们，快来试试吧，真希望早点读到你们的
大作哟！记住我们投稿信箱是2996130659@qq.
com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

孩子的世界你
青春期
情感问题②

■ 叶楠山

震惊，校园“早早恋”

“你该对她解释呀，说你爱她。”
“说了，没有用，她不信。”
“你告诉她，她就像空气一样，你

根本离不开她。”
“她不听。我痛苦极了。我现在

每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脑子都
是她的身影，半夜起来一身汗。我现
在做什么都没有心思，每天被感情的
事情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上课的
时候望着她的身影发呆，我说了我会
一辈子爱她，她又不信。”

……
以上的对话来自课堂上被老师无

意之中发现的一张纸条，对话的是六
年级的学生，女孩小真和男孩小伟。
科任老师拿给我纸条的片刻，作为班
主任的我非常震惊，小真成绩优异、长
相甜美，平时特别努力，很难想象她会
成为他人的“爱情顾问”。而小伟在班
上也是各方面的佼佼者，近段时间学
习上有滑坡，没有想到居然是因为“早
早恋”。

小伟坦诚，纸条上的“她”是班上
的女生小梦。他喜欢上小梦是在四年
级的时候，五年级就开始默默关注，尝
试表白，被拒绝了。六年级的时候，两
个人终于“在一起”了，但是经常闹分
手。小梦是个人见人爱的小美女，甜
美靓丽，能歌善舞，综合素质特别高，
她会早早恋，我非常惊讶。

在问询过程中，我了解到，孩子们
的早早恋已经有了肢体接触，比如：牵
手，拥抱，还有亲吻。

会传染的“早早恋”

随着了解的深入，班级另有几对
“小恋人”也浮出水面：乖乖女小柳和
小帅哥小阳，品学双优的副班长小欧
和同样各方面格外出色的小真，体育
健将小秦和小才女小静……这些孩子
平时学习用功，各方面表现出色，都是
老师同学心目中的好孩子。

耐心逐个问起原因，“别的女生
都很凶，她不凶”“他跑步的样子特别
帅。”“他拽拽的样子，很有个性”“和她
聊天很开心”等都成为了孩子陷入“早

早恋”的理由。
除了这些回答，还有一些回答则

让我多了几分思考。
小伟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没

大注意她，可是老是有同学说我们俩
好了，说着说着我就开始注意她了，慢
慢地，我就越来越喜欢她了，一天不见
到她还有些不习惯，我就向她表白了
……”

小静说：“小真和小梦是我的好朋
友，她俩都有了男朋友，就我没有，她
俩就问我喜欢不喜欢小秦，我想试试
看吧，结果我们就早早恋了。”

诸如此类，因为“起哄”“跟风”而
陷入“早早恋”的孩子，还真不少。

社交软件成为主要情
感交流平台

陷入“早早恋”的孩子们，互相联
系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校期间，孩
子们会约定好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
点见面，一起散步聊天等。而非在校
期间，孩子们基本通过微信、QQ等社
交软件进行交流。

小欧告诉我，几对已经“早早恋”
的同学，还组建了QQ群和微信群。

“早早恋的人才能进到这个群，谁也不
怕谁说出去，所以我们在里面想说什
么就说什么。”小真说。孩子们还会在
群里互相开开玩笑，调节气氛，互相

“鼓励”，坚固彼此的“恋情”。
小伟说：“班上同学都知道我和小

梦的事情，他们不仅不会打击我，嘲笑
我，还会帮助我，给我打气，还有的同
学贡献出自己的零花钱让我为小梦买
礼物。还有的同学向我请教，怎样才
可以交上‘女朋友’。”

“早早恋”背后是孩子
对温情与陪伴的渴求

调查中发现：陷入“早早恋”的这
群孩子中，有些属于离异家庭，小部分
属于重组家庭，还有的则是父母忙于
生意，只满足于孩子的物质需求，而长
期不能陪伴孩子。

比如小伟，他周一到周五住在学
校，周末回到家，父母在其他市县做生
意，每到周末，他独自回到家后，往往
都是热一热妈妈提前准备好放在冰箱

里的饭菜吃，然后上网、看电视打发时
间。他说：“有时候，我一个月也见不
到我的父母。”小真父母离异后，各自
有了新的家庭。她表现得非常独立，
也理解父母的选择，可是问询中，她哭
着说：“我好想爸爸妈妈都回到以前，
我想有一个像以前那样温暖的家。”

稚嫩翅膀不要被“早
早恋”压弯

相比“早恋”，“早早恋”的危害明
显要淡很多。但在调查中，我仍然能
够强烈感觉到“早早恋”给孩子带来的
苦闷和疼痛。

小伟就无奈又痛苦地告诉我：“老
师，我之前每天晚上都失眠，头很痛，
又怕父母老师发现，又担心和小真的
感情出现变化，又怕受到打击和嘲笑，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被你发现了，心
里反而轻松了很多。”小伟坦言自己很
自卑，他甚至用了“心力交瘁”“像吸毒
一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恋
情”。

而小秦则承认，经常给小静买礼
物的钱，都是从爸妈的钱包里“拿”的，
爸妈至今没发现。他到了节日就会想
办法找钱给小静买礼物，否则私密群
里的同学就会嘲笑他“小气”“不懂表
达爱”。

“早早恋”的孩子们集体出现的情
况则是学习成绩下滑。比如班级的小
阳语数两科都从平时的优异下滑到了
及格边缘，课堂听课状态差、作业完成
情况也非常不理想。

当然，对班级与学校而言，最大的
危害是对班风、校风的污染。小学生
身心不成熟，没有正确的是非判断，对

“早早恋”现象非但不抵制，反而觉
得“好玩”“很酷”“够勇敢”，形
成不正确的价值观，并
蠢蠢欲动，盲目跟风。

校园“早早恋”现象：

么懂懂

“早早恋”现象发生后，我逐个与家长
沟通、约谈。家长的反应大多是震惊和心
痛。小伟的妈妈得知孩子在学校的状况
时，眼眶发红，她说：“我没有想过他心理承
受这么大的苦楚，他平时从来不说，要是不

早点发现，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想想
都后怕。”

小真的家长同样后悔不迭：“小真
很独立，很懂事，平时我们忙，想着忙也
是为她将来生活更好，没有想到她内心

藏了那么多东西。以后真的要多陪陪
她。”

“淡化”与“宽容”是与家长沟通的
主题。我与家长达成共识：绝不追究
孩子“早早恋”的过失，推心置腹做孩

子的“朋友”，善待孩子，以更多地陪伴
和关爱抚平“早早早恋”对孩子的影
响。

唯有陪伴与倾听才是引导孩子走出
“早早恋”泥潭的良药。

““我们只是记错了花期我们只是记错了花期””
三管齐下 让“早早恋”云淡风轻

本期教育周刊继续关
注青春期情感教育问题，
本期关注的是校园“早早
恋”现象。也许读者跟编
者一样，都会被老师反映
的事实吓一跳，真的想不
到早恋会提前到小学阶
段，家长和孩子会这么早
就面临这样的问题。震惊
归震惊，积极面对和引导
才是上策。特别是早恋孩
子背后暴露出孩子缺少亲
情关爱和陪伴问题，更需
要引起家长的重视。其实
家长能影响孩子成长的关
键时间，不会太长，也许就
是从3岁到13岁这黄金十
年，错过影响孩子健康成
长的时间，很可能造成家
长下半生的遗憾。所以，
在孩子最需要亲情的时
候，请多多陪伴他们。老
师，尤其班主任，是进行青
春期情感教育最重要的人
之一，老师的细致体察和
关注引导，往往更有效果，
文中的叶老师，她“云淡风
清”地处理方式让我们看
到了老师的聪明和技巧，
处理早恋问题，需要多学
习。关于校园情感教育问
题，您有话说么，欢迎与我
们联系。

■ 叶楠山

我与小静有这样一段对话：
“班上有几个男孩给你写纸条说喜欢

你呀？”
“三个。”
“呵，你比老师差远了，老师像你这个

年龄都有10个男孩给我递纸条了。”
“啊？你也有？”
“是啊，这种事是常事嘛，你长这么

漂亮，能歌善舞，学习优秀，又善解人意，
这么有魅力，怎么会没有男孩子喜欢你

呢？”
“是吗？”
“是啊。哈哈，你和小秦的事我了解

了，哪算早早恋啊，那纯粹是互相欣赏！
人见人爱的孩子，谁都欣赏！”

相视一笑，小静黯淡的眼睛重新闪
亮了。“早早恋”大多能够“见光死”，老
师把这种事正常化，对于判断能力欠缺
的孩子来说才有可能尽快结束“朦胧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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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班级“早早恋”人数较多，在于
这些孩子逐个沟通后，我在班上特意召
开了《我们只是记错了花期》的主题班
会。在班会上，我从我的情感经历开始
谈起，告诉孩子们：“早早恋”并不可耻，
也不可怕，爱情如同花朵，迟早都会开
放，但是开花的季节太早，严酷的环境就
会将花儿摧残。

“我们是包容的、善良、友爱的班级，
你们深爱你们的同学就好像爱自己的家
人一样。一家人应该相亲相爱，‘早早恋’
会让你的家人受伤，你们会嘲笑他们、打
击他们吗？””

“不会！”
“老师希望你们能够帮助他们。如果

发现他们继续‘记错花期’，请你们提醒他

们，也请你们告诉老师，让老师也一起帮助
他们，好吗？”

“好！”
班会上，每个同学都分别用便利贴给

这些孩子写下鼓励的话：
“没有关系，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学

霸！”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是永不分

离的‘好基友’！”
“‘早早恋’并不丢人，但是千万不要

继续了！优秀的你仍然是最棒的！”
拥抱每一个低着头向我认错的孩

子，我说：“老师永远爱你们，不因为
你们记错‘花期’而改变，希望你们能
够开开心心积攒力量，让大家看到你们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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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发现的六年级学生的”情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