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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尴尬的母亲：
您好！来信已拜读。您面临的问题是很多

家长都会遇到的，很高兴您能积极地直面这个话
题，为您主动求助的勇气点赞！

性健康教育是一本家家都难念的经，是必
须谈而且要认真跟孩子谈的话题。家长最好从
幼儿时期开始让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器官，在
生活中以自然开放的态度渗透性健康教育的内
容。针对您目前面临的情况，我认为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与孩子沟通。

首先，保持平和理性的应对态度。我认为，
上大一的孩子在钱包里放个避孕套，其实很正
常，也符合这个年龄段的身心成长规律。做父母
的大可不必对此惊慌失措。此时父母的态度其
实传递了一种家庭性价值观。父母用平和、积极
和理性的态度应对，会传递给孩子积极健康的性
观念。如果父母不淡定，甚至为此事大发雷霆，
给孩子的行为上纲上线，那会让孩子觉得性是肮
脏羞耻的。他从此要么转入地下恋情，要么将性
视为肮脏丑陋，把性关系视为畏途，严重的话还
会在心里留下阴影，以至影响到未来的婚姻幸
福。这样的结果想必不是父母想要的吧？

其次，把问题发生之时变成教育最佳时机。
美国性教育专家黛布拉·W·哈夫纳在《从尿布到
约会——家长指南之养育性健康的儿童》中，特别
强调要捕捉和充分利用“可教时刻”，提醒父母要
关注和利用性健康教育的“可教时刻”。她认为生
活中的“可教时刻”无处不在，出状况时正是把问
题变成资源的最佳教育时刻。一只出现在孩子钱
包里的避孕套，正好可以让父母跟孩子聊聊性行
为与性健康，一是有话题可聊，二是有资源可利
用，三是孩子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四是时机自然恰
当。父母正好可以借题说“事”，趁机把家庭推崇
的性价值观，对孩子性健康的期待、家庭关于性的
禁忌与底线向孩子交底，以求达成共识。

第三，学习运用有效的沟通方法。建议采
用三步沟通法跟孩子分享性健康知识。三步
沟通法是黛布拉·W·哈夫纳所提倡的，具体操
作步骤是：第一步，父母要了解，关于性，孩子
已经知道了什么。比如可询问孩子如何看待
性行为和避孕套？是否知道避孕套的正确使
用方法？第二步，澄清错误信息，给出正确信
息。父母在倾听孩子的讲述时，要澄清和纠正
错误信息，并给出正确的指导。家长事先要对
性健康知识有基本的认识，否则没有能力承担
指导者的责任。第三步，分享家庭的性价值
观。告诉孩子父母所坚持和推崇的性价值观，
比如性行为要遵守双方自愿、彼此尊重且无伤
害的原则，要出于爱恋而非占有，要体贴照顾
对方，同时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禁止发生危
险的性行为，杜绝性病传播等。

第四，明确可以跟孩子沟通的内容。我认为，
针对避孕套一事，父母可以跟孩子沟通的内容包
括以下方面：1.对孩子的长大成人表示祝贺。产生
性的欲望说明身心发育正常健康，父母要提醒孩
子，从此你有了性的能力，你需要学会管理性冲
动。2.肯定孩子使用避孕套的积极意义，比如慎重
的态度，保护和负责的意识，安全的性行为，防止
性病传播等；3.表明父母对性行为的态度。建立清
晰的性行为底线，提醒孩子尊重和爱护对方；4.告
诉孩子有关与异性相处的方法与建议等。

黛布拉·W·哈夫纳认为，要教给孩子性的
美好，让孩子知道“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是美
好的，性是非常美妙的，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性教育，不单是为了引导孩子防
止性侵和性伤害，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成长为健
康的成人。”我认为，这是为人父母者在培养孩
子时，应该持有的态度和秉持的原则。

祝您和孩子走出性健康话题的困扰，在陪伴
和交流中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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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题说“事”
抓住教育最佳时机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惠君老师：
您好！前不久，我无意中发现儿子

的钱包里放着一只避孕套，当时我的心
里很不是滋味。他才上大一，钱包里放
着避孕套让人很不放心。但是，我又不
知道该如何跟他谈这个问题，好几次都
是 欲 言 又 止 。 我 该 不 该 跟 儿 子 谈 这 件
事？应该怎么谈？

一个遭遇性教育尴尬的母亲

今年63岁的大茂镇居民符
彤是一名琼剧爱好者。从小就想
学唱琼剧的她，因为家庭原因一
直只能偷偷学，“心里一直觉得很
遗憾，没想到年过六旬还能到老
年大学免费学习。”

与符彤一起报名的还有她的
老姐妹们。“以前没有这么好的学
习平台。平时，大家分散在村里
各唱各的，偶尔聚在一次合唱，也
没有专业老师指导。”符彤说，现
在镇老年大学成立后，朋友们都
聚集起来，一起上课“进修”，“有
教材，有老师教，我们唱得越来越
好，天天都想过来上课。”

66岁的邱亚月家住大茂镇太
子墓村。近日，她报名参加了镇
老年大学的琼剧与舞蹈班。她
说，“我们村里就有广场舞队，大
家跟着视频一步一步学，动作不
是很标准，就图个热闹。现在不
一样了，有专门的老师教，要好好
把动作练标准，跳得漂亮才行。”

海南本地老年群体大多喜爱
琼剧。“市老年大学成立之初，便
决定结合海南本地文化开设特色
课程，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老年
学员，另一方面也能为传承海南
文化做一点贡献。”万宁市老年大
学校长陈金云说。

今年70多岁的王福兰，在万
宁市老年大学琼剧班授课近 8
年。他说，“我原来在省琼剧院工
作，退休后能从舞台走上讲台，很
有成就感。”

老年大学学员们学习琼剧
的热情，让年逾古稀的王福兰上
课时也充满了激情。他根据自
己在省琼剧院工作的经验，自编
教材在课堂上传授。“学员们都
很热爱琼剧，在课堂上学得非常
认真。”王福兰说，“每周五到学
校授课，让我非常开心。”

由于课程特色鲜明，万宁市
老年大学不仅吸引了当地老人
学员，还吸引了很多“候鸟”学员
积极报名参加。“万宁市老年大
学 280 余名学员中，有近 50 名

‘候鸟’学员，琼剧、舞蹈和书画
是我们学校的热门课程。”陈金
云说。

“在老年大学学习，能近距
离接触海南文化，对我们来说
很有吸引力。”70 多
岁的“候鸟”老人陈
开达说。

万宁市3所老年大学开设琼剧等特色课程，老年人唱起来舞起来学起来

“天天都想来上课！”

■ 张成林

近日，山西太原的张女士说，四
年级女儿放学回家后直喊腰疼。仔
细一问，女儿早上上学时，因迟到约
5 分钟被老师责罚，在大门口蹲了整
整一天。看到这则新闻，笔者心头
一痛：如此惩罚方式究竟有多大意
义？诚然，孩子犹如树苗，需不断

“修剪”，但惩罚不是报复，而是为了
更好地促其成长。可罚蹲一天，不
仅伤害身体，还会延误学业，而且蹲
于门口践踏的更是尊严，难道这就
是惩罚的最终目的吗？

但 转 念 一 想 ，这 或 许 只 是 个
例，自忖教育发展到今天，断不会
如此“开倒车”。可再浏览新闻时，
又看到了另外一件事。近日，湖北
某高中发布通告称，高三女生罗某
因早恋被记过并回家反省一周，罚
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100 遍。
该女生所为确实不符合中学生行
为规范，但抄写行为规范 100 遍真
的有用吗？100 遍就是 15 万字，手
抄 1 分钟约 30 个字，完全抄完要用
约 3 天时间，如此惩罚恐怕只会适
得其反。

事实上，教育惩罚自古就有，最

典型的就是戒尺，此外还有罚跪、罚
抄等，惩罚手段比现在还要严厉。
但今时不同于往日，人们的观念变
了，人际关系变了，教育惩戒方式也
要与时革新。只是，教育惩戒的宗
旨没有变，都是为了让孩子摒弃毛
病、恶习、坏习惯，让孩子更好更健
康地成长。而诸如“罚抄式”惩罚方
式，早已背离了教育惩罚的宗旨，沦
为个别老师的意气用事，这种机械
的形式主义教育惩戒显然于学生无
益。

学校教育不是教师个人的“道
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便孩子

真的犯了很大的错误，对其教育惩戒
也不能仅凭个人好恶而定，而要综合
考虑各方面因素及惩戒效果，进行科
学有效惩戒，做到于规有据、于人有
益。倘若不问实际情况、不讲实际效
果，动辄几十上百遍的罚抄，或者长
时间罚跪、罚站，即便不按变相体罚
来论，也难逃教学无方的诟病。所以
说，怎么体罚学生，有大学问，考验着
老师的教育智慧。

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琢
玉成器，需要匠心独运，精准把握
火候、力度。教育学生、惩罚学生
同样如此。活泼好动、调皮捣蛋、

规则意识弱，这些都是孩子本性。
也 正 因 如 此 ，才 需 要 老 师 因 材 施
教，积极引导，岂能图省事进行“一
刀 切 ”机 械 式 惩 罚 ？ 笔 者 依 稀 记
得，年少读书时，类似新闻中的教
育方式极为常见，一些老师动辄罚
抄整份试卷、整本书，甚至时常罚
跪罚站。现在回过头来看，几乎无
人对此心存感恩。倒是那些因材
施教、语重心长的老师，更加让人
怀念难忘。

历史发展到今天，老师们岂能依
然抱着简单、粗暴的教育惩罚方式而
不思改变？

快言快语

“镇里成立了老年大
学，开设了琼剧、书画、舞蹈
3个班，真是太好了。”10月
27日，79岁的万宁市大茂
镇群星村村民李文高兴地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已
经报名参加了琼剧班，“一
想到以后能和老友们一起
学习琼剧，心里就很高兴。”

10月22日，万宁市大
茂镇老年大学揭牌成立，吸
引了当地200多名老人报
名，这是该市创办的第2所
镇级老年大学。

据悉，万宁市目前已创
办1所市级老年大学，并在
和乐、大茂2个乡镇创办镇
级老年大学。作为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万宁市创办老年大学，开设
特色课程，激发了当地老年
人的求学热情，进一步丰富
了老年人的晚年文化生活。

如今，“学习是最好的养老方式”
已经成为很多老年人的共识。除了
万宁市外，我省多地老年人也纷纷进
入老年大学学习。

“我女儿现在在加拿大生活。
为了更好地和外孙女交流，锻炼自
己的记忆力，我每周要学 4 天英
语。”60 多岁的海口市民安永明
说。他报名参加了海南省老年大学
开设的英语、声乐等学习班，“在这
里可以交到很多朋友，一起分享学
习知识的乐趣。”

据海南省老年大学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校目前开设了18个
专业61个教学班，其中仅音乐专业
就有11个教学班，注册学员突破了
1900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初，海南省
老年大学启动网络报名系统后，不到

10分钟的时间里，热门的音乐班、民
族舞、电子钢琴等共8个班的学位就
被一抢而空，交谊舞基础班、英语基
础班和英语口语基础班、葫芦丝基础
班也在2小时内报满。

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现象，也
集中反映了老年群体对优质精神生
活的强烈期盼。

据了解，我省于2017年底出台
《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明
确到 2020 年，要实现 50%的乡镇
（街道）建有老年学校，30%的行政村
（居委会）建立老年学习点，实现参与
老年教育的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20%以上，努力构建新时代老年教育
体系。目前，我省大多数市县已建立
起公立老年大学，与民办老年大学呈
相辅相成的格局。

“现在，很多老年人不愁吃、不愁

穿，养老生活有保障，但是精神文化
生活仍比较匮乏，老年大学的开办正
好补上这一短板，很大程度上满足了
他们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需求。”省
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老年大学将
在促进老年教育，特别是在适应老龄
化社会变更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据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了应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该市高度重视老年教育事业，希望通
过老年大学给老年人创造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的新课堂，在不断充实老人
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当
地老年人生活质量。

陈金云表示，目前，我省的老年
大学学位仍远远不足，还需要不断扩
大办学规模，让更多老人有机会走进
老年大学。

“参加老年大学舞蹈班，既能强
身健体，还能通过演出为人们送去快
乐，一举两得。”10月27日，万宁市
老年大学艺术团舞蹈演员罗玉琼与
队员们来到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
济区，参加全国中老年春晚海南选区
的文艺展演与选拔。

万宁市老年大学艺术团，在当地
颇有名气。这个以老年人为主要成
员的艺术团，先后获得了陵水杯
2014年全国中老年健身操舞汇演大
赛冠军以及2015年全国广场舞决赛
自选套路特等奖、最佳风采奖等荣誉
称号。

“艺术团学员们退休前来自各行
各业，很多人此前都没有学过舞蹈。”
罗玉琼说，“为了学习舞蹈，我们从最
基础的知识开始学。学习舞蹈，让我
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舞蹈队的名气
也越来越响亮。”

罗玉琼希望越来越多中老年人
能认识到学习舞蹈的好处，积极加入
艺术团舞蹈队，“健康的‘夕阳红’最
红最美丽。”

邱亚月与罗玉琼虽不相识，但两
人的想法却异曲同工。邱亚月说，以
前村里没有什么文化活动，大家都靠
看电视打发休闲时间，“这两年，村里
陆续开展了电影展映、跳舞、唱歌、琼

剧演出等文化活动，每一项都比在家
里看电视热闹得多。这些活动不仅
老年人喜欢，像我媳妇那样的年轻人
也喜欢。每次村里有活动，大家都欢
欢喜喜去参加。”

在大茂镇老年大学副校长林表
言看来，帮助老人度过一个健康快乐
的晚年，应该作为老年大学的最终目
标。他表示，现在，物质生活丰富后，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精神文化方面
的需求不断增加。和城区相比，乡村
精神文化生活仍然较为薄弱。镇老
年大学开学不到一周，就有200多人
报名，这也反映了乡镇老百姓对精神
文化生活需求的迫切。

在大茂镇老年大学的学员中，
50岁的大茂镇居民傅人锋还比较年
轻。他说，村里文化活动少，大部分
人每天下午要么喝茶，要么打牌，“这
种生活没啥意思。我现在在老年大
学学跳舞和打太极拳，以后还要拉我
老伴一起过来学，不能让她天天在家
里看电视。”

陈金云表示，“在很多学员眼
中，老年大学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
他们的精神寄托地，是他们的乐
园。”

据介绍，万宁市老年大学将“老
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作为办学宗旨，在课程设计上集
科学性、思想性与趣味性于一体。该
校不仅开设了琼剧、书画等文化班，
还开设了舞蹈、计算机等实用技术
班，希望能全面提升老年学员的文化
素质和生活质量。“很多老年学员上
课的积极性超出我们的想象。为了
不缺课，有些学员还将孙子带来学
校。”陈金云说。

68岁的万宁市民张国姬在万宁
市老年大学琼剧班学习了7年，从不
会唱琼剧到登台演出。“我几个孙子
原来不太喜欢琼剧，现在也会跟着我
学唱两段《红叶题诗》《红楼梦》，让我
感到很开心。”张国姬说，随着年龄的
增大，她愈发感觉到时间的宝贵，“在
老年大学学习，既能交到志同道合的
朋友丰富生活，还能发挥余热为更多
人送去欢乐，让我的心态越来越年
轻。”

孙英华是张国姬在琼剧班上认
识的“闺蜜”，两人经常一起上下学，
有时还会一起练习琼剧。“市老年大
学的课程很棒，课程质量很高，上课
时间也符合我们的日常作息。”孙英
华说，“重回课堂”后，她感觉以前的
退休生活都是“虚度光阴”，“那时候
天天打麻将，哪里像现在的生活既精
彩又有意义。”

乡镇老人求学忙

最美不过“夕阳红”

学习养老总相宜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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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教育惩罚跑偏变味

■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
通讯员 梁振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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