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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郭畅

“我还年轻，干到65岁都没问
题。”说这话的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大坡小学的老师李文。如果不
说，谁也想不到眼前这个有些瘦弱、
木讷的中年男子，心脏处还安装了
起搏器。

这所小学，距离最近的中平镇
还要走15公里的山路，而李文在这
里，一待就是21年。

时间追溯到2015年1月20日，
学生期末考试结束后，老师们集中
在中平镇上改期末试卷，李文感到
胸闷气短，到走廊边透气，谁知他突
然晕倒在地，心跳每分钟只有十几
次，口吐白沫，人事不知。

“李文老师晕倒了，赶紧送医
院！”和李文在同一所小学的邓家旺
老师赶紧向周围的人呼救。谁也不

知道李文到底晕倒了多长时间，将
他送往医院时，他的情况十分危
急。经诊断，李文心率过缓，再晚一
点送医，极有可能出现心脏停跳！

昏迷整整五天，手术后在医院
住了一个多月。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心脏处装上了起搏器后的李文，
还是惦记着学校里的孩子们，在第
二学期开学时，李文选择再次站上
三尺讲台。

“心脏处安装了起搏器还要坚
持授课？”

“我不去上课，孩子们就没有老
师。”李文说。

刚刚做完手术站上讲台，李文
的手很难举过头顶，说话都要停停
歇歇，但他还是选择坚守。这次开
学，李文又主动承担起了二年级的
数学课和一年级的体育课。

看到此景，家人和同事多次劝

他，让他静养一段时间。
不管大家怎么劝，李文还是毫

无动摇。“说实话，心脏安装了起
搏器后，一天上五节课有些吃力，讲
课时底气没那么足了。”李文说。

所有的坚守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21年前，刚从东方师范学校毕业的李
文，独自来到大坡小学时，也曾犹豫
过，动摇过。当时，李文住在学校的
茅草屋，连柴米油盐这样的生活必需
品，都需要靠肩挑背扛，步行两三个
小时，到镇上去采购。但他一直坚
持，现在李文和妻子分居两校。

走进李文生活的宿舍，一台电
视、一张简单木质桌椅，墙上挂有一
些教学用具和一幅他书写的毛笔字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李文也希
望，他教过的学生，都能成为国家栋
梁对社会有用的人。七千多个白
昼，李文从未缺过一节课；七千多个

夜晚，李文都在这张桌子前认真备
课、批改作业。

“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想过离
开？”

面对这个问题，不善言辞的李
文并没有迟疑：“干一行爱一行，学
校的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以前都没
有离开，以后更不会。”大坡小学如
今只有一到三年级，有5名老师，52
名学生都来自附近的黎村苗寨。最
远的学生每天上学要步行三公里，
中午根本没法回家。李文说：“中午
不能回家的孩子，我就给他们做饭，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要跟上。”

李文，有自己的名字，但他另一
个名字是“乡村教师”。只要山区还
有一个孩子需要他，他就会选择坚
守。大山里的孩子撑起了李文年轻
时的梦想，他也要托起孩子们要用
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

戴着起搏器 重回三尺讲台

李文简陋的房间，办公桌占了较大
的空间。 黄鹏 摄

家有儿女

校园观察

■ 张杰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教育问题似乎变得日益
紧迫，有时候甚至让初为人父的我措手无策，但是
又不敢掉以轻心。

女儿今年四岁多，完完全全是一个在“互联网
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她们这代人的思维方式跟我
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身处这个所谓“后辈教
前辈”的网络时代，应该以什么样的教育方式让自
己的孩子更好地成长，这是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

对比起我们小时候读书，很多知识侧重于死
记硬背，可是在互联网时代，资料性的知识随手可
查，信息源极其丰富。培养孩子学会在海量信息
中，能够对新事物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与决定，以
及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精神，这样的能力与素养，
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孩子或许更重要些。

一个人要成长进步，自古有训：去读万卷书，
去行万里路。或许是职业习惯使然，每每看到好
玩的地方，好玩的事情，遇到好玩的人，我都会下
意识地想带上孩子一起再去感受一番，希望她能
从中吸取到对她有用的养分。

如网络流行语那般，我心里一直对女儿有个
执念：世界那么大，我想陪你去看看。于是无形
中，带孩子出行，用双脚去丈量旅途，用眼睛去感
知世界，用心去了解新事物，用脑去思考所见所
闻，成为了我教育孩子的重要内容之一。

记得女儿尚未满百日的时候，我便开始带着
她从身边的各市县开始行走。之后，只要有机会，
能带着她，我尽量让她参与我的旅程。几年下来，
孩子见识过的场面，接触过的人，在同龄孩子中算
是较多的。我能感觉到，这些经历，很好地锻炼了
她的胆识，开阔了她的视野，丰富了她的记忆，活
跃了她的思维。

在旅途中，每遇到一件对女儿来说比较新鲜
的事情，我都会试着先跟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
清楚，让她尽量明白这其中的奥秘。比如带她在
野外钓鱼的时候，我会用她的手指比作鱼钩，告诉
她为什么浮标下沉的时候是鱼在底下吃鱼饵；比
如我带她看《东坡海南》节目的时候，我会先跟她
说苏东坡是一个什么样的老人，他跟海南人、跟儋
州有什么关系；比如我带她看卫星发射的时候，我
也会告诉她卫星发射跟她联网看动画片的关系
……随着女儿慢慢长大，理解能力慢慢提高，这样
多次尝试下来，我常常也会在无意中获得一些令
人惊喜的反馈。比如她在背古诗的时候，会主动
要求我念一首苏东坡的词给她听听；在电视上看
到钓鱼的时候，她会反过来告诉你其中的奥妙；跟
北京的姑姑语音聊微信的时候，她会说这些wifi
是卫星发射的信号。

暑假里，利用我的几天年假，我特意带女儿来
一次说走就走的港澳珠自由行。旅途中，除了带
女儿去迪士尼完成她的小心愿，追逐她梦中的公
主偶像们；带她去海洋公园感受惊险与刺激，了解
海底世界的美妙……此外，我还特意选择了住在
通过airbnb预定的家庭旅舍，吃着当地的地道小
吃，我带着她去挤地铁，告诉她要跟我走散了怎么
大喊找警察，要熟记我的电话号码，我告诉她吃饭
时自己选择要吃的东西自己要负责吃完……我希
望在旅途中的点滴经历，都能触发她面对新事物
时独立思考与判断应变的能力，以及对自己的选
择负责任的态度。

尽管很多时候，女儿并不能做到我所要求的
那样满分，但是孩子的每一丁点进步与改变，都是
值得我欣喜与期待的，毕竟，在这个教与学的过程
中，我自己的表现也未必是满分的，所以说，成长
是我们父女双方一起努力的事情。

世界依然很大，我想陪着我的女儿一起去看
看，一起去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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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活动丰富多彩，换来的却是家长褒贬不一

幼儿园如何打好

对于两方家长的意见，心理健康
教育特级教师李惠君认为：“在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家长的教育绝对不
能缺位，但亲子活动不能代替家庭
教育成为加强亲子交流、解决沟通
矛盾的主要途径。”

她表示，学龄前儿童的“重要他
人”（在个体社会化以及心理人格形

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具体人
物）是父母而非老师，这个阶段的亲
子关系对孩子心理和人格的培养塑
造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更多
的亲子活动应该在家庭而不是幼儿
园内展开。

“每学期幼儿园举办的亲子活
动最好不超过3次，否则不但家长疲

于奔命，园区的教学也会因此耽
搁。”李惠君建议，各幼儿园应把亲
子活动布置到家庭，既要避免家长
在上班时常跑园区影响工作，也要
避免布置的活动要求不合理，最终
流于形式。

她还认为，“园方应该鼓励家长
多抽时间陪孩子，在用餐时、晚睡前

尽量增加固定的亲子共处时间，像传
统的唱儿歌、背唐诗、做游戏等等，都
比布置硬性作业更有意义。如果园
方要举办大型的亲子活动，也应该重
质不重量，因为其主要作用是给父母
提供一个观摩他人教育方法、交流育
儿经验的平台，而不应成为常态化或
主要的亲子教育形式。”

专家：家长陪伴比硬性作业更有意义

“带着孩子换了几家幼儿园，园
方经常让我们参加舞台剧演出。他
们不知道吧，这些舞台演出背后，都
是上班族们道不尽的辛酸泪。”海口
市民王女士一提起亲子活动就感到
心力交瘁，“过多亲子活动意味着家
长要经常打乱工作安排、请假来回奔
波，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她还补充，幼儿园常常布置的手
工作业难度大孩子根本无法独立完
成，最终还是由家长“代工”完成，“我
理解园方的初衷是想增进亲子间的
互动，但下班后还要为孩子的手工忙
碌到凌晨，十分疲惫，倒不如搂着孩
子给他们讲讲故事。”

任职于海口市琼山区某医院的

文英还有别的怨言。为参加幼儿园
的“家庭美食节”，她抽空学制了一道
特色家常菜，信心满满地带着去了幼
儿园。“到那才发现许多家长都是从
高档酒店直接购买菜品，有的甚至还
装饰着精美雕花，让我和孩子很是气
馁。”文英坦言，如此活动已经“变了
味”，让原本单纯的亲子交流活动染

上了成人社会的铜臭气和攀比之风，
适得其反。

另几位家长则透露，越来越多亲
子活动的举办，在给年轻父母增添额
外生活负担的同时，也使得他们心理
压力骤增：“因为怕老师对孩子有意
见，我们只能表现得十分踊跃，有时
候真是在强颜欢笑。”

反方：如此活动已经“变了味”

海口海甸岛快乐小镇英语幼儿园的
家长张琴首先给亲子活动点了赞：“参
加亲子活动是为了更好地陪伴孩子度
过童年，带着他们走出课堂去增广见
闻、感受云奔潮涌。活动的时间，就是
专属于家长和孩子的一段美好时光。”

她认为，只要不存在商业气息过
重、收费不合理的现象，亲子活动都
应该是多多益善的。一旁的家长高
女士也认为：“玩是孩子的天性，在
幼儿园阶段父母应该帮助启迪孩子

的心灵，通过一起出游、作画、运动
等方式融入孩子生活，陪伴他们成
长，亲子活动正是为我们搭建了这
样的桥梁。”

“除增进亲子感情，活动也能让
家长深入地了解幼儿园的日常生
活，以及老师教学的艰辛和不易，更
好地配合园方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省机关幼儿园和风江岸分园老师舒
芳从事幼教工作 20 余年，经验丰
富，“比如在过去，新入园的孩子第

一次离开父母，不免会产生焦虑情
绪，哭声常常是此起彼伏，不绝于
耳。但如今，新生入园活动给他们
提供了一个缓冲过渡期，孩子们有
半天时间可以和家长提前感受园区
内的学习生活。这样一来，家长们
放心了，孩子们也不会过分焦虑。”

“像这类活动一学期最多也就
组织两到三次，包括让家长和孩子
到农产品教学基地去认识和采摘瓜
果蔬菜，一起参加一些轻松的桌面

游戏和元旦运动会等等。”该园导教
处劳主任告诉记者，活动后，园方会
组织不记名问卷调查，了解家长对这
项工作的真实反馈。

她提醒：“幼儿园举办亲子活动
不宜过多。园方要体谅家长上班的
艰辛，也不能因噎废食影响到正常的
教育教学工作。而家长们也要认识
到，园方希望家长积极配合，并不意
味着让他们成天往园区跑，而是在该
配合教育时不疏忽、不松懈。”

正方：搭建三方交流的好平台

乡野密林中，父母
牵着孩子一齐徒步穿
行，采摘着充沛雨水浇
灌下的山果时珍；热闹
集市里，爸妈捧着新鲜
出炉的私家美味，身旁
的“小商人”则用稚嫩嗓
音卖力地吆喝；层层帷
幕掀开，台上的大人小
孩顶着细密的汗珠，投
入地表演一部部中西方
的经典戏剧……

当下，由各个幼儿
园组织举办、家长深度
参与的亲子活动愈加丰
富多彩、花样翻新，活动
成效怎么衡量，孩子是
否真正开心，家长又是
如何看待的？经过多方
走访家长、孩子和幼儿
园，记者竟得到了两种
截然相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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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举办的恰
当、合理的亲子活动，能在
园方、父母和孩子之间搭
建一个沟通的平台。海大
幼儿园每个班级“家园共
建”的植物角，引导孩子亲
近自然，为孩子和家长带
来了很多乐趣。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陪我的公主
用脚丈量旅途

琼中乡村教师李文：

亲子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