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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曾从事多年幼教工
作 ， 各种各样的孩子见识了无
数。 身为老师最喜欢的孩子， 莫
不是那些聪明伶俐、 学习好， 守
纪律、 不打架骂人的好孩子。 那
些学习不好， 爱惹事生非、 调皮
捣蛋的孩子最令我们头疼。

20岁那年， 我从大班调入了
学前班任教， 之前就听说过此班
有三个出了名的学生， 园长和带
班老师提起就摇头叹气 。 学生
A， 是个近6岁的女孩 ， 表面看
起来和正常孩子一样， 但学习特
差， 除了1外， 2都不会写， 再简
单的字也一个不认。 上课讲话乱
串座位， 乱翻其他孩子的书包，
偷吃别人的东西， 更让人厌恶的
是， 她一年四季流着大鼻涕， 衣
服永远是脏兮兮的， 身上那难闻
的味儿可以判断出她一年也洗不
了几次澡； 学生B， 是个6岁的男
孩， 智力迟钝、 动作缓慢， 同样
的内容教其他孩子一遍就会， 要

教他10遍还是不懂 ， 吃饭 、 喝
水、 写作业样样倒数第一； 学生
C， 是个5岁半的男孩 ， 发育异
常 ， 体重40公斤 ， 手指粗短硬
直 ， 不会握笔 ， 不会流利地说
话， 讲话时， 只能一个字一个字
含糊不清地往外蹦， 生活不能自
理， 每天都如石墩一样坐在座位
上一动不动。

代课之后， 我发现情况的确
如此 ， 园长和前任老师都告诉
我， 不必在这三个孩子身上花费

太多精力， 只要不惹事， 可以不
管他们。 刚开始， 我按照她们交
待的执行， 把精力都放在了那些
好孩子身上， 对于A， 是除了批
评还是批评； 对于B， 是除了督
促还是督促； 对于C， 除了照顾
他生活外， 学习根本不须问津。

后来， 我通过一段时间的观
察， 发现学生A除了缺点多的数
不胜数外， 她竟是个非常热心的
女孩 ， 她会主动喂C吃饭 、 喝
水、 陪C一起上卫生间后帮他把
裤子提好。 早上， 刚送的小班孩
子在大厅内哭， A会使出浑身解
数直到逗得这个小孩不哭为止。
最让我动容的是 ， 一次正在上

课， 一个孩子来迟了， 发现座位
上没凳子， 这时， A巡视了四周
没有发现多余的凳子， 于是就把
她自己的凳子让给了这个小朋
友 ， 而她则站在那里 。 同学B，
虽迟钝缓慢， 但大方开朗， 每次
让孩子们表演节目时， 都是B率
先举手， 唱歌、 讲故事， 声音洪
亮、 仪态大方。 对于C的学习我
和前任老师一样， 采取无视放任
型。 是一次偶然的想法， 我让C
站起来认所学过的一些简单的
字， 没想到的是， C虽然吐字不
清， 但也能模糊地辨别出他说的
是正确的。 两个月C竟认识了一
百多个字， 包括笔画在十笔以上

复杂的字。
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园长和

前任老师， 她们竟惊讶得不敢相
信， 因为她们之前对这三个孩子
都是压制再压制， 从不给他们展
现的机会。 从那以后， 对于那些
不受欢迎的孩子们， 我都会用心
地去发现他们的好， 多鼓励、 多
表扬、 在心底里给他们插上 “好
孩子” 的翅膀， 让他们有空间闪
现出属于他们的光芒。

作为老师， 对于那些 “坏孩
子” 是固有的偏见让我们的心灵
蒙上了尘，用爱拂去尘土，细心地
感知每一个孩子， 我们会发现，
“坏孩子”也有芬芳的一面。

拂去心灵上的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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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年以后， 时光的脚
步好像突然快了许多， 春暖花
开的日子刚刚来了没多久， 烈
日炎炎的夏天就接踵而至， 正
纠结着气温骤高、 焦灼难耐，
秋高气爽的日子又翩翩而来，
接着就是白雪皑皑、 玉树琼枝
的冬天。

改变的不只是季节。 今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 在这70年的时间里， 我们
伟大的共和国经历了从封闭到
开放， 从温饱到小康， 从贫穷
到富裕的历史性变革， 人民的
生活方式、 精神面貌也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变化。

如今， 大数据时代走进了
寻常百姓的生活。 它的到来，
让人们在衣、 食、 住、 行、 学
习 、 工作 、 娱乐 、 通 讯 等 方
面变得丰富多彩 ， 人们享受
到了它的简单便捷， 所以老百
姓都把现在形象地称之为 “扫
码时代”。

若干年前， 我们坐火车或
坐公交车， 经常有善良的司乘
人员谨慎地提醒， 请大家保管
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 以防
小偷。

现在很少再遇到那种场景
了， 一张银行卡、 一部手机在
手， 你可以骄傲地行走任何有
人群的地方， 再也不要担心口
袋里的现金会出现意外了。 不
管是商场购物、 机场购票、 饭
店进餐， 还是要公交出行、 银
行转账、 资讯浏览， 二维码就
像你的一位无所不能的生活秘
书， 你想得到什么， 它都能帮
你做到。

现代科技突飞猛进似的
发展 ， 惠及的不只是某几个
行业 、 若干个部门 、 一部分
城乡 ， 它成为了整个社会的
红利。

哪怕是在最偏远的农村 ，

连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卖菜老
人都在用电子秤售货， 用二维
码收费。 卖菜时不用算账， 收
款时不要找零 ， 快捷得匪夷
所思， 方便得一塌糊涂。

不知从何时起， 医院测体
温也打破了传统， 那种夹在腋
下需要十分钟才能读出数目的
温度计已经被智能型温度计取
代。 需要给病人测体温了， 护
士只要把智能温度计在病人的
脑门上扫一下， 红点一闪， 测
温立刻完成。 再也不用担心传
统的温度计测温时位置放的不
对、 时间不好掌握、 温度计度
数指示不清了。

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 还
记得我第一次到自动取款机上
取钱， 心情很忐忑， 简单的动
作， 反复地操作了几次； 第一
次把自己的皮包放在商场的寄
存柜里， 也是格外紧张， 最后
还是请教了别人才算成功； 第
一次用手机支付水费电费， 更
是不安， 老是担心我的手指一
按 “确定”， 那钱就会 “尸骨
无存”。 不过， 最终我都做到
了从不熟练地运用， 发展到了
得心应手的操作。

当所有的忐忑、 担心、 紧
张都消失了， 剩下的就是愉悦
了， 人生没有比 “我能， 我可
以， 我做到了” 的自信更让人
快乐的了。

现代科技渗透在我们的生
活中， “扫码成功” 成了生活
中最美的语言。

如果把人生比做一本意味悠
长的 “大书” 的话， 那么， 面对
它的色彩斑斓和丰富要义， 又该
如何去阅读和理解它的深刻意
蕴？ 著名学者、 作家周国平通过
《人生哲思录》 这本随笔集 ， 用
独到的哲学眼光， 以深入浅出的
析理方式， 拨云见日中， 照亮了
我们清悠的生命之旅。

周国平眼中的人生， 清浅、
自如、 宁静、 惬意。 没有尘世的
纷纷扰扰， 也无庸常的市侩和功
利， 它清纯得如一滴水。 透过它
小小的折射， 已然能照见太阳的
光辉 ， 窥察到生活中的喜怒哀
乐， 并得以照见人性的幽微。 当
许多人都在为现实的喧嚣和困厄
的命运感到束手无策时， 周国平
却洒脱地告诉我们， 人生贵在活
出真性情， 也就是做自己喜欢的
事， 别在人云亦云中丢了初心，
放弃了做人做事的底线。 他说，
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在。 初品此
话， 尚觉得有些不解， 但想想现
代人面对丰盈的物质财富， 往往
趋之若鹜， 唯恐落于人后， 争来
抢去， 又有几人悟出了人生的真
谛 ， 活出了一份大豁达和大通
透？ 过犹不及例来是古人的一种
生活智慧， 对现今的我们来说，
在追求物欲上更应懂得适可而止
的道理。 对此， 周国平说得更为
精当， “如果一个人太看重物质
享受， 就必然要付出精神上的代

价。” 看来， 减少不必要的奢望，
在简单中回归朴素， 在返璞归真
中追求精神上的充实， 平凡的日
子一样能泛出甜香， 那份自在安
详， 终究是挡也挡不住。

生活是一个万花筒， 每一个
人透过它， 都能从中发现不一样
的风景。 有的人看到的是繁华，
有的人看到的是绚丽， 有的人看
到的是沧桑， 还有的人看到的是
沉郁， 不一而足。 面对这个七彩
的世界， 人们常说， 要学会识透
人心 ， 参透人性 。 如何参透人
性？ 周国平举了个形象的例子，
正如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 人性
中的长处和短处， 也会既对立又
统一地存于这个世界。 他提示我
们，多扬其长、避其短，用知识和
智慧提升其真 、善 、美这一 “正 ”
面，用德操和修为抑制其假、恶、
丑的这一“反”面，则俗气和隔膜
少了， 高雅和坦荡多了， 欣欣然
里， 人自然就活得轻盈洒脱了。

人常说， 说人生， 道人生，
总离不开人与社会的关系 。 而
且， 在社会这个大家族中， 每个
人都承担着不同的角色 。 在家

中， 你或许是强势的一家之主，
绝对的主角； 但到了单位， 你可
能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 而成为
普通的员工， “沦” 为众多配角
中的一员。 角色的转变， 必然会
带来心绪、 情境上的变化， 这是
社会属性使然， 它也要求我们应
该学会与自己和解 、 与社会和
解。 书中， 周国平就人们在交往
中如何做到相互包容， 共同融入
社会这个大家庭， 分享了他的一
己之见。 他告诫我们要摒弃虚伪
和做作， “能卸妆时且卸妆， 要
尽可能自然生活”。

人生是个很宽泛的话题， 涵
盖生活的方方面面， 关于生死、
苦乐、 两性、 爱、 美、 孤独、 艺
术、 人性、 世态、 友谊、 亲子、
信仰、 职业、 阅读……周国平把
哲思融入家常的说理中， 与大众
倾心交流， 并娓娓道来。 林林总
总看似庞杂， 但细细咀嚼， 他出
于哲学之心， 对所有人生的辩证
看法 ， 都脱离不了 “平凡 ” 二
字。 无论是推崇简单生活， 还是
倡导抑恶扬善， 抑或是主张本真
做人， 他对人生的理解， 都在诠
释一个普世的生活哲理———平平
淡淡才是真。

用哲学之光照亮平凡人生，
繁华落尽见真淳。 我想， 周国平
带来的这种人生启迪， 无论是现
在， 还是将来， 都应被我们深深
汲取。

用爱爱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
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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