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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实验小学 伊翠端

顺应心理 孩子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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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程说， 在一个人的一生
里，在一村庄人的一生里，劳动是
件荒凉的事情。我离开村庄久了，
很多事情都弄不清楚。 他是不是
说：一个人就是一个村庄，金灿灿
的粮食就是沉甸甸的汗水的荒
凉？ 秋天，粮食是时光的砝码，称
量着渐行渐远的背影和梦想。

村里的人， 我能叫出名字的
越来越少。 年轻人都打工去了，
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那些老人 ，
如同秋天的庄稼， 都老成一个模
样， 混淆了名字。 孩子呢？ 像刚
拱出土的麦苗， 我只能根据他们
父辈的影像来识别他们。 但我总
担心犯错 ， 就像父亲一直骂我
的， 五谷不分。

父亲是儿子的标注， 没有了
父亲， 儿子就有些身份不明。

三奶辨认我很久， 还是没认
出我。 我把乳名、 绰号和学名全
报一遍， 她还是摇头。 我报上父

亲的名字， 她上下打量我一眼，
连声说： 像， 真像。 那些追咬我
的狗， 听到父亲的名字， 立刻换
了副面孔， 摇摇尾巴， 吐吐舌，
歉意地走了。 我抹把汗， 终于证
实了自己。

在乡下 ， 名字不是人的地
址， 父亲才是儿子的地址， 但有
效期很短， 只有一辈子。

按三奶的指点， 我寻找自家
的田地。 这不怪我， 我家的地虽
然以父亲命名， 我还是认识的 ，
但父亲把庄稼砍掉后， 地就没了
地址， 我的目光也没了收件人。
三奶说， 地头有两棵白杨树， 就
是你家的地。 庄稼会迁徙， 时光
会流逝， 人会老去， 但树一动也
不会动。

霜降了， 庄稼比人还急着回
家，但它们不识路，要人领着。 如
今，领路的都是老人，他们步履蹒
跚，庄稼也跟着郁郁独行。种地太

辛苦，一季的收成，抵不上在外一
月的工资，年轻人放弃了土地。他
们的孩子，一身城市的品牌，也拒
绝和土地有一丝牵连。

父亲坐在玉米秸秆上 ， 吸
烟， 眺望， 冥想。 他一生仿佛只
做了这件事。 他不明白， 为什么

一件事都没做完， 他就老了。 我
也不明白， 他都老了， 还拉我陪
他做这件事。 那天实在累了， 我
对他说， 等他老后， 我就把地全
卖掉， 再不种地了。 他一怔， 扭
过头， 眼泪哗哗。

我挨着父亲坐下。 他看我一

眼：等我老后，就埋这，你把我也
一起卖掉吗？我不敢看父亲，就望
向别处。 他接着说：我老后，地就
随你、跟你的姓名了。 我老时，你
还能回来，在这里找到我，不知到
你老时，你儿子还能不能回来，又
在哪才能找到你？

我心头一凛 ， 顿时懂了父
亲， 那件他没有做完的事， 是他
留给我的一个地址。

我让父亲歇着， 干他还没做
完的活。 和人一样， 每粒粮食都
有名姓， 但秋天， 粮食不会指名
道姓地如约走回家。 “粮食是一
群盲者， 顺着劳动之路， 回到劳
动者心里。” 我也想像父亲那样，
做个劳动者， 用粮食给自己修一
条回家的路， 给子孙留一个不会
失效的地址。

秋天里， 劳动是件荒凉的事
情， 但不会荒芜。 父亲还有我，
大地还有粮食。

知名家庭教育专家维尼老
师的 《顺应心理 ， 孩子更合
作》 一书， 通俗易懂， 将认知
疗法通过大量生动的实例展现
出来， 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给
我很大的收获。

维尼老师提出的三种思维
模式， 适用于处理人生中很多
的事情， 适合父母和孩子。

第一种思维模式： 坏事变
好事。 发现这个坏事也有好的
方面， 或经过努力可能会变成
好事。

孩子在初中的时候， 经常
会丢东西， 比如家里的钥匙、
公交卡、 水壶等等， 让我非常
生气 ， 觉得怎么如此丢三落
四。 运用这种 “坏事变好事”
的思维， 我觉得其实现在早点
发现孩子的问题， 早点想办法
解决也是好事。 反思之后， 我
发现， 是因为我在孩子小的时
候， 剥夺了孩子锻炼的机会，
出门的时候， 什么东西我都替
她拿着， 导致孩子没有养成好
习惯。 后来， 我开始放手， 让
她自己负责自己的物品， 现在
孩子丢三落四的问题已经大部
分解决了。

第二种思维模式 ： 很正
常 ， 没什么 。 事情 不 像 想 象
中 那 样 糟 糕 ， 可 能 很 正常 ，
没什么。

“很正常， 没什么”， 这六
个字可以说是 “六字箴言 ”，
会 让 我 们 的 生 活 变 得 更 加
美 好。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我
家孩子小时 候 不 爱 举 手 发
言 ， 不肯上台表演 ， 我觉得
这样下去以后人际交往会成
问题， 于是有一天晚上， 我就

真的没有给孩子吃饭， 还让她
写检查。

实际情况远不是我想象的
那样， 孩子上了高中以后， 主
动学习舞蹈 ， 在学校表演节
目； 还穿上喜欢的衣服， 去参
加COSPLAY活动 ； 还到颐和
园、 紫竹院、 玉渡山等地方拍
摄照片， 在这些活动中表现得
非常自信。

孩子高考结束之后， 每日
在家打游戏。 说实话， 我看着
觉得孩子怎么如此不上进。 这
时候， 这 “六字箴言” 让我的
心态立刻变得平和： 孩子经历
了紧张的高考 ， 现在玩玩游
戏， 很正常。 再说了， 孩子也
没有因为打游戏影响吃饭睡
觉， 真的没必要想得太糟糕！

第三种思维模式： 顺其自
然。 接受现实， 顺其自然。

孩子大学的宿舍分为两
种， 一种是苑， 条件好， 四人
间， 上床下桌； 一种是舍， 条
件差， 6-8人间， 上下铺。 通
过抽签的形式决定。 那天孩子
告诉我说 ： “我们班太倒霉
了， 抽到了条件差的宿舍， 运
气太差了！”

后来我和孩子分析了现
实， 虽然宿舍条件差些， 但是
也有好处， 比如离教学楼近，
比如人多热闹等， 再说了大家
都想住条件好的宿舍， 可是总
得有人去住条件差的宿舍， 其
实也没啥！

363页 、 35.8万字 ， 书里
有很多非常鲜活生动的案例，
我在这篇小文中无法一一尽
述， 如果你是个正为孩子的教
育而焦虑的家长， 这本书一定
会对你有帮助的！

父亲的秋天 □寒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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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三十六拐”中传递

自从今年7月7日这天到达高
田村小进行爱心志愿服务， 心就
一直牵念着 “三十六拐” 后的那
片清丽的山水， 还有那里一脸笑
容的肖蓉老师， 更有那见着生人
羞怯的三个小女生……

9月8日， 我们再次出发， 去
看看她们新学期的新景象。 简师
傅的车一路过街跨院， 在山间逼
仄的村道上行驶， 车的左边就是
深涧， 过一渡小桥后车的右边又
是深不见底的峡谷。 险境与陡峻
的山岭， 使得原来一路欢快的商
务车， 不停地发出如累牛耕田般
的喘息声。 有着二十多年驾龄的
我， 心知路太难走了。 但想想住
在这方山旮旯里的乡民， 一时的
跌宕也不算什么， 毕竟我们走一
次只是一次 ， 来一趟也只是一
趟， 他们却要常年奔波在这片山
环水绕的村寨， 将一生的时光写
在这一弯弯的山梁上。

一个小时的行程， 我们的车
停在了高田村小的大坪里。 还没
换上志愿服装， 肖老师听到车息
声， 急急忙忙地走了出来与大家
热情地打着招呼， 脸上那片微微
可心的笑容是那么的质朴， 如这
方山岭上青青的翠竹。

走进教室， 没有什么变化。
两张讲桌八套桌椅， 三个小书包
依然挂在窗户旁边的风钩上， 有
点破烂。 三个孩子从各自的课桌
前走到了空旷的教室后面， 挤在
一块， 靠在一起， 羞涩中透出天
真。 看见我们走进教室， 不像第
一次见我们那样面容怯生， 束手
束脚， 而是一个个用明如秋水般
的眼眸看着我们 。 芳园介绍完
后 ， 我们将带来的书包 、 文具
盒、 改正带、 作业本、 图书及羽
毛 球 套 拍 等 一 一 送 给 三 个 小

朋友们。
在来之前， 我在心里想着，

当小朋友们看到这些物品时， 一
定会一个个欣喜得大叫， 可是 ，
真实的情况却与我心里的想象有
一定的差距， 看着鲜艳的书包、
崭新的文具、 画面别致的图书，
她们只是稍稍露出一丝丝倾目的
神情， 直到肖老师要她们好好拿
着时 ， 才一个个接了过来 。 我
想， 这就是乡村孩子与城里孩子
对事物渴望不同的表达式样。 乡
村孩子是含蓄的， 而城里的孩子
是热情外放的。

送完了学习用具， 接下来是
一系列的交谈： 钟桂林， 九岁，
家里三姐弟， 有一个姐姐， 一个
弟弟。 妈妈犯了癫痫病， 丧失劳
动力， 爸爸为了方便照顾孩子和
妈妈， 不能外出打工， 常年靠砍
竹子 ， 打零工维持生活 ； 张思
丽， 九岁， 家里三姊妹， 父母长
期外出打工， 她跟爷爷奶奶在家
上学， 是留守儿童； 谢欣时， 八
岁， 独生女， 父母老来得子， 在
家种田， 砍竹子维持生活。

从大家的谈话中， 我理出了
上述的信息。 从这些沉重的文字
里， 我陡然仿佛回到了自己的故
乡与童年。 我的家在农村， 看多
了那种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忙
碌了一年， 只能温饱的时光。 深
切地感受了贫困带来的饥饿与困
惑、 抗争与无奈。 作为这次的领
队， 我即兴讲了几句： 这是爱心
接力的一次活动。 希望这些用品
对小朋友的学习有帮助； 这是爱
心浇灌的一个活动。 通过今天的
爱心活动， 希望小朋友们认真学
习、 热爱祖国、 学好本领， 今后
有能力了， 接过爱心大旗， 从事
志愿服务大业……

在许多的重要场面作过演
讲， 没有怯场， 亦无语哽， 但那
天的活动讲话不长， 时间很短，
我心却有点恍、 语有点噎， 声音
中有颤抖的成分， 好像商务车攀
爬 “三十六拐” 时的声响。 回来
后我一直不解其故， 可能是爱心
在敲我的心鼓。

爱 心 常 在 ， 愿 世 人 爱 心
永 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