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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手
■ 董程

一天早上，起床铃声一响，宿舍
里的同学们都开始起床了。不知为
什么，我感觉头晕乎乎的，全身无
力。我硬撑着草草刷牙洗脸，然后和
同学们一起去教室。一路上，我觉得
头重脚轻，很吃力地挪动着步子。

到了教室，我刚坐下，陈老师就
关切地问：“董程，你怎么啦？无精
打采的，是不是发烧啦？”我低着头
说：“应该没有发烧吧。”陈老师伸出
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哎呀，这么
烫，还说不烧？你看你精神不振的
样子。走，快跟我到办公室去。”

到了办公室后，陈老师拿出体
温计放在我的腋下，又用手轻轻地
按了按我的胳膊：“别动，夹好。”随
后，她又给我妈妈打电话：“是董程
妈妈吗？你儿子生病了，麻烦你来
学校一趟。”

打完电话后，陈老师拿出体温
计看了看，又用手摸了摸我的头。
她安慰我：“别担心，你妈妈很快就
过来了。”老师温暖的抚慰和关心的
目光，让我感动不已，但我却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才好。

陈老师不给我们上课已经一年
多了，我却常常想起她那双温暖的手。

点评：文章以“温暖的手”为
题，叙述了“我”发烧后，老师给予
的关心和照顾。除了对人物的动
作、神态、语言进行细致描写之外，
作者还多次写到了老师的手，既点
明了题目，又突出了中心，较好地
刻画了一位温柔可亲、体贴入微的
老师形象。

（作者系万宁海之南实验学校
五（3）班学生，指导教师：姜世权）

在希腊留下中国礼物

在传播和交流中国文化之余，
同学们还在希腊留下了寓意深刻
的中国礼物。

“我希望外国学生能够了解中
国的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海中
学生曾奕然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和同济大学等国内多所知名学府

的中、英文校训抄在一张张明信片
上，赠送给交流活动中遇到的外国
朋友。

在曾奕然看来，大学不仅是
传播和研究学术的地方，也是不
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交
融的桥梁和纽带，能够发挥先进

文化辐射引领作用。“送出校训
的同时，也是送出一份邀请，希
望东西方学生能在未来拥有更
多的沟通和交流机会。”曾奕然
说。

“在这场研讨会中，我们不仅
增强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开拓了国际视野，更重要的是，宣
传和弘扬了中国独一无二、不可
取代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海
中学生翁子喻认为，在交流过程
中，让世界青年深入地了解和认
同中国传统文化，更是一份独特
的中国礼物。

儿子总被同学欺负
家长怎么办？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个7岁男孩的妈妈。我家儿子善

良、聪明、乖巧，但不知为什么他经常会被别的孩子
欺负。比他小几岁的孩子都敢欺负他，他唯一的反
抗就是伤心地哭。和别的孩子交往的过程中，他总
是用讨好别人的方式来求得玩伴的接纳。为此我很
痛苦很焦虑，为什么我的儿子如此胆小懦弱？为什
么他总是成为别的孩子排斥和欺负的对象？我们该
如何帮助孩子摆脱老是被人欺负的魔咒？求赐教！
谢谢！

一位心急如焚的妈妈

心急如焚的妈妈：

您好！儿子经常被别的孩子欺负，甚至还会
被年龄小的小孩欺负，这的确令父母心痛。从心
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的个性形成既受先天因素的
影响，更有后天养育环境的因素。您的孩子胆小
懦弱，或许是因为他的气质类型属于抑郁气质。
这种气质类型的人，面对外界干扰时更容易表现
为退缩和懦弱。从后天养育环境来看，孩子胆小
懦弱，以讨好的姿态与同伴相处，主要的原因是
缺乏安全感。也许您需要反省一下你们的家庭养
育模式，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孩子是否由谨小慎
微、无微不至的老人带大？孩子在成长中是否遇
见了强势严厉的父母？在孩子遭遇困难和犯错
时，你们是否除了批评和表示失望之外，就再无
其他指导方法和情感陪伴支持？当孩子遭受同伴
欺负时，你们是否会嘲讽他不像男子汉、说他没
用，却没有教给孩子应对欺负的办法？如果上述
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您的儿子这么胆小懦弱
并且总是讨好别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应对外
界压力的模式是早年生活环境教给他的，是他努
力适应环境的结果。因为严厉的父母养育出来的
孩子极有可能是两种结果，不是“小霸王”就是

“受气包”。
校园欺凌的相关研究表明，以下几种孩子极易

沦为被人欺负的对象：早熟的女孩和晚熟的男孩；
缺少家庭支持的孩子（包括溺爱、忽略、管教过于
严厉、父母关系不良等家庭）；体貌或性格有缺陷
的孩子（体型特别、体味特殊、口齿不清、敏感脆
弱、胆小懦弱、不善交际等）。这些容易被人欺负
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有以下表现：

1.喜欢给他人跑腿、传递消息、讨好别人，其实
就是充当别人的小弟。

2.喜欢通过给同伴买零食分享玩具的方式，笼
络别人跟他玩，可玩伴并不会因此买TA的账。

3.学习成绩不良，语言表达不畅，缺乏来自老
师、家长的赞赏，或者经常被老师和家长批评指责。

4.性格懦弱，敏感多疑、好哭，好激动。
5.亲子关系差，被欺负的孩子多数从父母那里

得不到应有的关怀与温暖，他们受到的委屈和伤害
无处倾诉和求助。

对照以上特征和表现，您的儿子属于容易受欺
负的类型之一。要想帮助孩子摆脱老受欺负的魔
咒，家长是最直接最重要的陪伴者和支持力量。建
议您从以下四方面给孩子提供帮助和支持：

第一，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向孩子表达稳定
饱满的父母之爱，这份爱不会因为他的胆小懦弱或
犯错失误而改变。畅通亲子沟通渠道，让孩子可以
毫无顾虑地倾诉他的喜怒哀乐。家庭是一个人直面
外界压力的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如果孩子确信
父母对他怀有无条件的接纳与爱，他在家里可以和
父母讨论任何话题，遭遇任何困难都可以向父母求
助并得到响应，那孩子就会有勇气去应对外界的困
扰和挑战。

第二，教孩子与人共处的方法。指导孩子与人
交往的方法技能，提供平台帮助孩子结交趣味相
投安全可靠的朋友，是远离被欺负的重要策略。
家长既要教给孩子主动示好积极融入同伴团体的
方法，比如遵守规则、互帮互助、与人分享、同理心
和自控力、察言观色等，还要教给孩子遭遇冷遇和
伤害时的应对策略，学会及时止损。

第三，帮孩子建立安全底线。做人处事有底线
有边界是最好的自我保护方法。一定要清楚明确
地告诉孩子：留意并尊重自己内心的感觉，无论何
时何地与何人在一起，你都有权利在任何让你感
觉不舒服的时候，坚定地喊“停”，并迅速地离开让
你感觉不舒服的人和环境。

第四，鼓励孩子做最好的自己。关注孩子身上
的优点和资源，鼓励孩子通过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
极致来吸引伙伴。比如，给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提
供展示的机会，以此吸引同好者和树立其自信心；指
导孩子从过往经历中提取可利用的经验，学会识别
哪些人是适合自己的可信赖的益友，哪些人是必须
远离的损友。

应该看到，孩子成长中发生的所有问题都是有
意义的。庆幸的是，您还有机会陪伴他一起应对。
我认为，一起面对问题的亲子经历尤其能带给孩子
力量并增进亲子情感。愿您在陪伴孩子应对各种问
题的过程中与孩子一同成长！

惠君
（作者系海师附中心理教育中心主任、心理健康

教育特级教师）

■ 蔡小平

孙积芳老师是我小学时的校
长，平时教我们语文。他个头不
高、一脸严肃，多调皮的孩子看见
他都会老实下来。

上语文课时，很多同学最害
怕的就是背书。到了规定的时间
背不出来，就会被罚“站角”（罚站
在教室一角），如果再背不出来，
就只好伸出手领教孙老师的教鞭
了。对于粗心大意、贪玩、对学习
心不在焉的学生，他从来都不客
气。那时，我的顽皮是出了名
的。我想如果我背不出来，他的
教鞭打下来一定会比别人重。为
此，我只好比别人多花几倍的时
间去背书。背得多了，我也掌握
了一些技巧，比如联想法、提示法
等。此后，每次背书时，我都能
顺利过关。此后，孙校长上课
时，让同学们以我为榜样，还让
我向同学们介绍背书心得。尽
管如此，他始终没有放松对我的
监督，我在众目睽睽下说话的胆
量也得到了锻炼和提升。直到
现在，有些小学课文我还能完整

不误地背出来。
但是，我后来还是领教了孙

校长教鞭的威力。一次自习课
上，我听说孙校长出了远门，便带
领同学们大闹课室，还将粉笔灰
撒在一位文弱的同学脸上，撕破
了他的衣服，弄伤了他的脚。正
当我闹得正欢时，一声怒吼把我
镇住了。转过头来，只见孙校长
已经站在我的背后，两眼圆睁。
教室立刻静了下来。我知道我闯
了祸，乖乖地跟着孙校长来到他
的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后，孙校长在地上
画了一个圈，我站了进去。时过境
迁，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句话：“如果
别人也把粉笔灰撒在你脸上，撕破
你的衣服，弄伤你的脚，你会怎么
样？”说到最后，他让我伸出双手，
我看见他的教鞭举得高高的，打下
来时好像很用力，但是落到手上的
感受却是那样的轻，轻得让我不敢
相信。我终于明白，孙校长的教鞭
原来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在此后
的日子里，他说过的那句话一直在
提醒我，让我在做人做事时都能换
位思考，体谅别人。

平时，我们很少看见孙校长开
怀大笑的样子。只有到了球场上，
才能看到他的另一副模样。别看
他矮小，打篮球却是个好手。他跑
得快，身手相当灵活敏捷，投篮命
中率高，特别是远投球。比赛时，
他不随便出手，一旦出手，少有不
中的。我们学校经常与兄弟学校
进行篮球比赛，对方开始有点看不
起孙校长，于是便放松了对他的防
守。等发现他不简单再急忙加强
防守时，他已经拿好多分了。这时
的孙校长十分活跃，与平时的严肃
模样判若两人。

一次，我爬上树玩耍，不小心
从树上掉了下来，孙校长赶紧跑过
来把我牢牢接住。我从他的怀里
挣扎起来，十分害怕，不是因为自
己从树上掉了下来，而是看见了他
那双瞪得圆圆的双眼。

孙校长严肃的外表下，其实深
藏着一颗真诚善良的心。一次，我
被几个人用锤子砸到了无名指，钻
心的痛使我忍不住躲到角落里小
声地哭了起来。孙校长知道这件
事后，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我想孙
校长一定是以为我跟同学打架要

训我一顿。不料，他拿出药水为我
涂上，并轻轻地摸着我的小手问：

“疼吗？”这时，我才放声大哭起
来。他把我紧紧抱在怀里，不说一
句话。

我不知道孙校长何时离开了
我们学校。只记得我假期回来后，
没有告别，也没有欢送，他已经走
了。我非常难过，跑回家后一个劲
地哭起来。妈妈问我怎么回事，我
说：“孙校长走了！”从此以后，我再
也没有见过他。

海中12名学子赴希腊参加世界文化遗产青年研讨会

文化小使者 秀出中国风

在校长的教鞭下

习作

回望往师

惠君信箱

■ 本报记者 邓钰

当东西方文
化遗产交流、碰撞
时，会产生怎样的
火花？日前，海南
中学组织 12名学
生奔赴希腊，参加
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举办的世界
文化遗产青年研
讨会。

5天时间中，
海中 12名学生与
100多个国家的学
生共同交流世界
文化遗产的发展
与保护心得，了解
当地人文景观和
历史传统。海中
学生在希腊穿上
黎锦、汉服，演奏
一曲悠扬婉转的
《琵琶行》，在世界
舞台上自信地秀
出中国文化。

海南黎锦亮相世界舞台

“黎锦是由黎族女性制作的传
统手工艺品……”在世界文化遗产
青年研讨会的文化遗产展示环节，
海中学生徐为溪身着黎锦，用流利
英文从发源制作、美学价值、符号
象征和文化意义等方面，向与会者
深入浅出地介绍来自海南的文化
遗产黎锦，博得现场阵阵掌声和赞
美声。

“出发到希腊前，我们得知要
在会上介绍一项本国的文化遗
产。经过商量，我们不约而同地选
择了黎锦。”徐为溪表示，拥有
3000余年传承历史的黎锦，不仅
是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更是
海南历史和黎族民族文化的缩
影。我们希望通过研讨会上的展
示，让人们共同思考黎锦的保护、

开发和传承问题。
为了做好这项展示，海中12名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收集了大量黎
锦的图片、文本和视频资料，一遍遍
地改进演讲稿和幻灯片。在演讲前
一天，他们还在润色演讲稿。面临
着东西方历史、文化和民族的隔阂，
外国学生能理解黎锦背后的文化
吗？会对黎锦产生兴趣吗？在演讲

展示之前，他们的心中都有些忐忑。
“黎锦纹样丰富，寓意多样，大

力神纹样象征文明和繁衍，万寿龟
纹样寓意长寿与健康……”徐为溪
在展示时专门设计了互动环节，让
现场听众猜测每种黎锦纹饰的含
义，为参与者送上黎锦饰品，“我们
还担心黎锦展示会冷场，没想到首
次亮相的黎锦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穿汉服做文化交流使者

对于海中学生而言，交流和
展示文化的契机，不仅在正式
的研讨会议中，更体现在会议
之外的交流时间中。在短暂的
交流时光中，他们做起中国文
化交流使者，以一言一行，传播
中华文化。

“我们把汉服带到了希腊，没
想到能收获这么多惊艳的目光和
真诚的赞美。”海中学生曾欢和李
泽璇在研讨会期间，身着汉服漫步

希腊街头，秀出浓浓中国风。
“汉服呈现的是传统中国文化

之美。”曾欢认为，在希腊街头，具有
明显中华元素的汉服，无疑是最直
接表达文化自信的载体，能让外国
人最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
和艺术之美。

“当时，不少人围过来问我们，
这么漂亮的衣服从哪买的？只有
特殊的人物才能穿吗？”李泽璇回
忆，“我们耐心向他们解释，这是中

国的传统服装，每个中国人都可以
穿。他们不停夸赞汉服太美了，有
机会要去中国了解汉服文化。有
个希腊奶奶激动地搂着我们说，

‘感谢你们把这么美的传统服装带
给我们。’”

参加会议期间，海中学生们还
邀请外国同学切磋乒乓球技术，为
他们演唱白居易的同名诗歌改编
的《琵琶行》，让外国学生进一步感
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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