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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广东清远， 一名五六岁的小男孩战战
兢兢地走进派出所， 称要 “自首”。 原来， 小男
孩出于好奇， 剐了路边的一台小车。 在赔偿了车
主后， 男孩妈妈觉得有必要给儿子一个教训， 就
让儿子到派出所来了。 民警耐心地对男孩进行了
教育， 还给出一个建议： 帮妈妈刷碗， 0.5元一
个， “抵付” 赔偿款， 男孩表示接受。

点评： 不错！ 从小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小男
子汉也要敢做敢当。

5岁男孩剐坏车去“自首”
民警建议帮妈妈刷碗抵债

日前， 辽宁新民市孙刚的大挂车在焊接维修
时突然起火。 见一时火难以扑灭， 周边有民居、
加油站， 他果断开起 “火车” 驶离闹市。 “驾驶
室里相当热， 后面大火炉似的。” 孙刚下车后没
几分钟油箱爆炸。 “我坐地下了， 后怕。 我给爱
人说咱家车没了， 对不起你……”

点评： 幸运的是， 好司机安全了。 更幸运的
是， 因为这个好司机， 很多人都安全了。

冒死将起火挂车驶离闹市
司机说不能连累别人

■本期点评 博雅

近日， 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河北省阜城县
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阜城镇冯塔头村， 开展
“做自己的守护天使” 主题法治教育课， 帮助少
年儿童从小树立法治意识， 做好自我防护。

点评： 关爱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全社会共
同的责任， 要精准实施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措施，
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切实减轻留守儿童 “成长的
烦恼”， 真正推动相关问题解决。

耿光是一支社会应急救援队伍的负责人， 此
前一直参与地震救援工作， 这个夏天， 由于严重
的洪涝灾害， 他临时买了两艘冲锋舟， 然后开始
追着洪水救人。 迄今为止， 他与朋友王海波已经
搜救转移了30多人。

点评：对救援人员来说，每次参与救援实际上
都是在“用命搏”，他们深知危险却依然在为此拼
命，只因为，他们信守“有些事情必须得有人做”。

近年来， 有关家教问题的探讨层出不穷。 很
多家长无不为子女的成长教育而担忧。 有的是以
大剂量的 “一对一” 课外家教填满孩子的童年生
活； 有的是一味满足孩子对物质生活的渴望， 对
孩子的需求有求必应； 有的迫于生计， 把孩子交
给长辈看管， 自己外出打工……面对生活节奏的
紧张和繁重的压力， 儿童家教的迷失成为广泛存
在的社会现象。 由此， 很多人感慨， 这个时代当
家长是最累的了。 而众多的缺乏亲情关爱的儿
童， 也让生活多了几许不和谐因素。

近日， 当26岁的单亲爸爸钭皓带着4岁的女
儿从广东东莞出发， 凭着两条腿踩着单车跑了71
天， 总行程达4139公里的故事被媒体披露后， 引
起了笔者的关注， 也引发了笔者对家长陪伴教育
的思索。

应当说， 像钭皓这样的单亲父亲， 带着4岁
的女儿骑行去遥远的西藏， 在常人看来几乎是不
可能的事情， 而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 他和女儿
的这段穿行西藏的故事也就变得更加弥足珍贵
了。 因为对一个单亲父亲来说， 仅仅是每天居家
带孩子和工作， 就已经是很累了， 更何况还要挑
战骑行西藏。 为了这次壮举， 他准备了半个月，
购买了儿童拖车， 准备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
制定了骑行路线和食宿规划， 备足了药品。 当
然， 作为曾经的体育特长生， 又有一次骑行西藏
的经历， 这样他的出行比其他人多了一点经验。

他们从东莞出发， 路过佛山、 广州、 肇庆，
穿过广西、 云南， 抵达西藏， 4000多公里的路，
沿途尽是4岁的女儿未曾见过的风景。 可以想见，
就是一个人骑行， 也要遇到艰难险阻， 何况带着
一个4岁的孩子， 那更是难上加难。 好在功夫不
负有心人， 他们战胜了所有的困难， 也让常年在
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是的， 每个家庭的家教都不尽相同， 没有固
定的模式， 也并不是只有像这位单亲父亲， 带着
孩子骑行千里就是最完美的。 毕竟， 每个人所处
的环境不同， 爱好不同， 因此教育的着眼点也就
不同。 不过， 不管是何种方式， 家长的耐心陪伴
都是家教的神奇妙方。 君不见， 很多家长对孩子
教育过于粗放， 要么都交给长辈看管， 要么就是
给孩子的陪伴时间是蜻蜓点水， 或者是 “身在曹
营心在汉”， 假装陪伴。 即使是陪着孩子， 也是
只顾着自己刷手机， 不顾孩子的真心感受， 更不
愿意解答孩子心中的十万个为什么。

由于家长陪伴的严重缺失， 给不少儿童的成
长教育带来了诸多阴影。 很多儿童的不良习惯和
扭曲性格的形成， 都是因为缺少陪伴而造成的。
俗话说，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只要在长时间的
陪伴中， 才能把一些优良品德和社会知识、 自然
知识等浸润在孩子的心田里， 成为成长中的一种
加速器。

同样， 在陪伴子女的成长中， 家长也会收获
很多， 会提升自己的知识视野、 人生视野， 技能
视野。 陪伴也没有模式， 并不是每天全天候地都
守候在子女身边， 而是要因势利导， 通过高质
量、 有效的陪伴， 让子女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
就是那些迫于生活在外面打拼的家长， 也要尽可
能地每天与孩子多多电话沟通， 弥补不能陪伴的
缺陷。

笔者以为， 在子女的成长期里， 家长的有效
与真情陪伴不可替代。 这种陪伴应当不仅仅是知
识的启蒙， 还应当是做人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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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追着洪水跑：
因为有些事必须得有人做

近日， 江西南昌， 因高考分数超预期30分，
一名18岁女生兴奋过头突发脑出血。 医生介绍，
经紧急手术， 目前女生病情较平稳； 女生高考完
后作息不规律、 经常熬夜， 脑出血可能与这也有
一定的关系。

点评： 人生处处是考场。 高考， 只是人生路
上无数次考试、 检验中的一次而已， 无论结果如
何， 都要以平常心迎接未来的新挑战。 希望小姑
娘尽快好起来。

真情陪伴胜过
耳提面命的教育

牵手农村留守儿童
呵护健康成长

高考分数超预期30分
考生激动到脑出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