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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夜色中，霓虹灯闪烁，小轩斜挎

着零钱包，端坐在小木凳上，他左手

托着下巴，张望着往来的行人，不时

摆弄着小桌上的各种毛线饰品，竭力

让它们看起来更整齐一些。如果遇

到有人驻足停留，他就起身向他们介

绍：“这是我妈妈手工制作的饰品，可

以挂在钥匙上当装饰品哦。”夜市里，

他的摊位格外引人注目，颇有一番小

老板的模样。

回想一年前，他还是一个很害

羞的孩子。那一日，在公园里玩

耍，他嚷嚷着要买泡泡机，我随口

说：“好呀，那你记得讲价哦。”谁

想，这孩子一听要讲价就委屈地眨

巴着眼睛，气呼呼地走开了，连泡

泡机也不买了。见此情景，我不

免心生忧虑，孩子如此胆怯，该

如何是好呀？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全国各地大力推广地摊经

济。看着身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的各式地摊，我心里也突然有了主

意，我想发挥下做手工的特长，鼓

励孩子去摆地摊锻炼一下胆量。于

是，和孩子商量地摊计划，没想到

一拍即合。

为了圆我们的地摊梦，我开始了

漫长的手工之路。我在淘宝上买回

材料包，没想到竟挑了一个比较难做

的变装娃娃，有一种“一看就会，一做

就废”的节奏。我勾了又拆，拆了又

勾，反复多次后有些泄气了。小轩见

状，鼓励我：“妈妈，你说过的，遇到困

难要坚持克服。”哦，孩子都学会用我

教育他的言语来提醒我了，我只能咬

牙坚持，跟着视频一遍又一遍地学

习，终于学会了。为了能多制作一些

饰品，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下班时

间，跟挤海绵似的挤时间，陪孩子上

兴趣班的时候我在勾毛线，等候就餐

的时候我在勾毛线，外出游玩的时候

我也在勾毛线。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怀揣着小

期待，也夹杂着一些小紧张，我们

终于出摊了。第一天，我们选择了

小区门口。在门口摆摊 15分钟，无

人问津，我心里有些慌张，担心出

师不利会影响了孩子的积极性，琢

磨着要不要呼朋唤友前来支持。孩

子爹则坚持认为，摆摊就是要靠自

己。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

迎来了第一位客人，一对年轻夫妇

带着不到1岁的孩子来到小摊前，我

主动向他们介绍，他们选中了一个

花朵发夹。为了喜迎开张，我特地

赠送给他们一个小鲸鱼，小轩也是

格外兴奋，积极主动地向对方征询

付款方式并出示收款码。首单成

功，小轩冲着我露出了会心的微

笑，我也仿佛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慢慢地，越来越多人来到我们的小

摊前，我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

到了地摊事业之中。我们也会遇到

个别客人挑选了很久却一个也没有

买的情况，这时的小轩就显得非常

失落。我会在他的耳畔低声细语：

“没关系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喜欢

的玩具不也没买吗？”他这才释然。

摆摊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客人，锻炼

抗逆力也是我们摆摊的重要收获。

摆摊一个小时，售出5单，算是初战

告捷。

第二天，我们趁热打铁，专程

到了人流量大的夜市去出摊。这一

次，小轩显得驾轻就熟了，他开始

熟练地摆放饰品，并熟练地向路人

推销，成为夜市里年纪最小的售卖

者。想起一年前，他还是一个宁肯

放弃泡泡机也不愿意讲价的孩子，

如今已经能勇敢地摆地摊赚钱，我

十分欣慰。两天下来，小轩半卖半

送，一共收获了 90 多元，他用摆

摊赚来的钱请奶奶吃了一份排骨聊

表孝心，还和我约好寒假再去摆

摊。

和小轩交流起摆地摊的心得，他

告诉我，购买毛线饰品的都是女孩，

只有女孩才偏爱这些小饰品。他还

建议我，把价格调低一点，这样生意

会更好，我欣然同意。瞧，这一练摊，

孩子都摸清了潜在的销售群体，还悟

出了薄利多销的规律。想起了他最

近看的动画片《巴菲特神秘俱乐部》，

我们也走出了培养财商的第一步。

生活中，人们常常提到“静待花

开”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静待花

开是一种态度，告诫我们不要急功近

利、揠苗助长，事实上，静待花开

离不开默默耕耘。这个世界上没有

平白无故的成功，一分耕耘才会有

一分收获。

花开皆有痕，悉心照料，静候每

一朵花苞的绚丽绽放。

记者：怎么想到做一场街头公

益音乐会？

周易明：今年暑假的一天傍

晚，我和李郑墨相约枣子巷骑车跳

绳，回家时经过巷口的浮雕广场。

当时，天色已晚，灯火阑珊，我爸不

由感叹：“这枣子树下真是一个天

然的舞台呀！”我和李郑墨也被深

深地吸引了。于是，一颗种子便开

始在心中萌芽：我们什么时候也能

在这里表演呢？几天后，一番讨论

后决定：正值假期，又逢疫情不能

出去旅游，那我们就约上住在附近

的几个小伙伴，在这里开一场“坝

坝音乐会”吧。

记者：开音乐会可不是那么简

单的事，你们当时也才上三年级，

是怎么做到的？

黎艾嘉：我们在周易明家开会，

第一次会议是在 7月 12日。我们 6
个人商量出了12个节目，有节目了

还要写方案。可是我们都没写过方

案，爸爸妈妈们就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其他活动方案的样本，我们就照

着写。我们还讨论确定了活动的时

间、地点、主持人的选择、服装剧务

等分工。同时，我们还确定了需要

的设备、募捐的钱捐给石垭子小学，

确定名称“泡枣音乐会”、logo和 slo⁃
gan——“让音乐凉爽整个夏天”。

因为现在是秋天了，我们就改成了

“让音乐点醉这个秋天”。

记者：要准备这么多事情，爸

爸妈妈肯定帮助了你们吧？

李郑墨：没有。哦，还是有。

他们陪我们去的社区，买音响的时

候还送我们去了城隍庙。但是，每

一个具体环节的实施，比如前面提

到的场地的考察和灯光、彩排等，

都是我们自己去做、自己去谈。

记者：这中间遇到什么困难了

吗？

周易明：其实一直很顺利，社

区的叔叔阿姨很支持，通过了场地

使用申请，还提前在社区居民中做

了宣传，基金会提供了正规的捐助

渠道，附近的店主也提供了电源、

存放物料的场地等。最大的困难

是购买音响设备，因为想买好的设

备，大家把零花钱凑一起再跟父母

借了一点都不够，跟老板讲价讲了

近两个小时，最后老板看我们是做

公益，让我们现场表演两个节目，

给了我们最大的优惠。

记者：枣子巷不仅有居民，还

有许多游客，你们会不会怯场？

李郑墨：不会啊，我们都有很

多表演经验。我有好几次当小主

持人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

己擅长的才艺。周易明表演大提

琴很厉害，到香港、珠海、北京都参

加过比赛和表演。单唯理会吉他，

刘若行弹钢琴，我会背很多诗词，

王婷澜是“主持的元老”，从幼儿园

开始就当主持人了。

记者：音乐会举办到了第五

场，现在有什么升级吗？

刘若行：第一场音乐会，就

我们 6 个人“你方唱罢我登台”，

现在每场音乐会参与的人数有四

五十人，表演节目的同学变多

了，乐器更加丰富，后勤服务和

志愿者也多了起来。在班主任周

老师的鼓励下，我们利用家长会

和午会的时间，向全班家长和同

学们宣传了我们的公益音乐会，

现在几乎全班同学都参与了进

来，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参与了进

来，从幼儿园到中学的都有。11
月底的这场音乐会，节目都已经

安排好了，还有柳琴演奏和舞

蹈，节目更精彩了。我们现在成

立了三个部门：后勤剧务组、宣

传联络组和节目统筹组，我们6个

人分别在三个组里统筹协调。

王婷澜：这次有10个同学报名

当主持人，最近正在面试。我觉得

当好主持人要看三个方面：气息要

好，声音比较清亮；写词要好，写词

的时候有灵感；还要能背词，手卡

只能作为辅助。

记者：通过办公益音乐会，你

们有什么收获？

刘若行：脸皮厚了，表达能力强

了，抗压能力大了，能用自己的能量

影响身边的人非常开心。办一场音

乐会，要跟社区、基金会、学校等各

个单位沟通，后期要发动全班同学，

以及接下来要发动全校同学参与，

需要不断地分享我们的故事和想

法，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最直观的

变化就是表达能力变强了。

单唯理：我在后勤剧务组，既

是话筒师，负责递话筒，催节目，还

当了执行导演，这样的经历特别有

意思。

记者：这次公益音乐会效果这

么好，有什么经验？

周易明：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做

公益项目的经验。在学校公益项

目大赛中，我们策划了“一张手帕

一片蓝天”的项目，得了全校第四

名。我们觉得每天用大量的纸太

浪费，于是学习了用板蓝根扎染手

帕，把义卖手帕的钱用来到山坡上

种树。经过几轮义卖，我们班上每

个人都种了一棵树。

记者：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

周易明：希望能把公益音乐会

一直做下去，初中也要坚持做，如果

可能的话，想做到世界各地去。

花开花开
有痕有痕

■ 蒋媛媛

小学生发起慈善音乐会——

用行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用行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 记者 胡敏

如果你碰巧走到成都宽窄巷子旁的中医特色街区枣子巷，

可能偶遇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泡枣音乐会。音乐会由成都市

泡桐树小学6位学生发起，策划执行均由学生们自主完成，名字

来源于泡桐树小学和枣子巷的“谐音梗”。音乐会自今年7月开

始，每月一场，已举办4场，募捐上万元。善款通过四川省妇女

儿童基金会，一部分送到学校对口帮扶的中江县石垭子小学，另

一部分成立“咪啦基金”，用于帮助更多的“困境儿童”。

小学生如何完成公益音乐会的策划、执行？他们遇到过什

么困难？有什么收获和期待？记者采访了这场街头公益音乐会

的6位发起人，来自泡桐树小学四（4）班的周易明、李郑墨、刘若

行、王婷澜、单唯理、黎艾嘉。

为演出采购设备

音乐会现场

一群孩子为什么有热情做公

益，并且能做出这么有社会影响的

公益项目？这与成都市泡桐树小

学的学校文化分不开。

近几年，泡小学生有许多社

会影响较好的公益项目：几位学

生发起了宽窄巷子当小讲解员的

项目，用 4 种语言为中外游客讲

解；学校和四川省妇女儿童基金

会联合开展的公益小创客大赛，

全校同学纷纷给出“金点子”；校

内还有梦想公益商店，陈列着泡

小对口帮扶学校石垭子小学学生

的泥塑作品，用义卖收入帮助他

们实现梦想。……

“公益项目的经历，为孩子的

梦想插上了翅膀。”泡小德育处主

任贾玺认为，学校跟四川省妇女儿

童基金会联合开展的公益小创客

活动，让每个孩子都有一次策划并

执行公益项目的经历。从写策划

书、方案，实际操作，到如何获取身

边成人、乃至陌生人的支持，经

历了这样一个流程，孩子的收获

非常大。学校向孩子们发出了

“孩子帮孩子”的倡议，学生随时

有好的公益项目，都能获得老师

和家长的支持。

贾玺现在正在推动的是，在学

校“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理念之下，

公益、英语或者昆虫……发掘各个

领域有特长、有热情的孩子，鼓励

他们孵化项目，从项目的策划、组

织、管理中获得成长。“将来他们不

管从事什么职业，这些能力一定用

得上。”贾玺说。

记者手记 学校为孩子的公益梦想插上翅膀学校为孩子的公益梦想插上翅膀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学校提供

小伙伴一起讨论音乐会方案

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加入公益项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