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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如果自家孩子调皮捣蛋，在外面

闯祸了，还让家长给别人赔了好几千

块钱，这时候家长的一般反应可能是

勃然大怒，回家对孩子一通打骂。可

是前阵子重庆一位被冤枉划了别人

车的孩子的爸爸却坚定地站在了孩

子身后，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有礼有

节，很好地呵护了孩子的尊严。

是的，任何时候，家长都要坚定

地站在孩子身后，呵护孩子、保护孩

子，尤其是孩子犯错或被错怪的时

候。

保护孩子的尊严，主动为孩子担
责

据网络报道，重庆沙坪坝区一位

王先生在准备驾车出行前发现自己

的座驾上有不少划痕，他当即就拨打

了报警电话。派出所民警在接警后

调取停车场的监控，最后将嫌疑锁定

在一位10岁男孩身上。因为监控显

示，在车主到来前，男孩在车子附近

徘徊过，从画面上看，也的确有触碰

车身的动作。民警联系到了孩子的

家长。男孩的父亲刘先生了解情况

后，理智而冷静地询问孩子有没有划

人家的车。男孩当时就否认了，说自

己没有划车，只是在这里逗苍蝇。但

是家长看到监控画面以后，也怀疑是

自家孩子干的，他再次追问孩子，男

孩不敢说话了，这就变成了他默认了

犯错。在双方调解后，男孩父亲赔偿

车主3500元，这件事就算是落幕了。

整个事件中，刘先生没有失去理

智，没有为了自己的面子或者为了让

旁人觉得自己教子严格而对孩子大

声责骂，而是很注意保护孩子的尊

严。同时，他作为未成年孩子的监护

人，也很有担当，主动为孩子担责，爽

快地付了赔偿金。这位父亲的做法

非常值得称赞，既保护了孩子，又承

担了家长该担的责任。相反，一些家

长遇到类似情况时很容易暴跳如雷，

对孩子非打即骂，在事情面前失去了

理智和冷静，这对孩子是非常不好的

示范，也会给孩子留下挥之不去的心

理伤痕。

真诚地信任孩子，诚恳地与孩子
沟通

刘先生先把这件事担下来，做了

赔偿，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真相的探

究。当晚回到家后，虽然赔偿了

3500 元，但他并没有气急败坏地责

骂儿子，反而心平气和地询问孩子，

引导孩子勇敢承认错误：错了就是错

了，谁都有做错事的时候，关键是要

汲取教训，以后绝不能犯同样的错

误。而男孩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是

自己做的，当时自己真的只是在逗苍

蝇玩。

凭着父亲的直觉和对孩子的了

解，刘先生彻底相信了儿子。他的做

法值得再次点赞。一般家长遇到类

似情况，回到家肯定对孩子一顿打

骂，还会因为赔了钱而惩罚孩子。如

果不分青红皂白这么做，就会让孩子

对家长永远关上心门，真相就再也没

有机会浮出水面了。刘先生诚恳地

与孩子沟通，真诚地信任孩子，真是

一位好爸爸。

勇敢查找真相，果断为孩子正名
如果故事止于此，刘先生做得还

不够。很多家长可能会为了息事宁

人，就让这事过去了；也有些家长觉

得孩子小，被错怪一次也没什么大不

了的。孩子的尊严非常宝贵，如果真

的冤枉了这个男孩，对他的心理影响

可能是一辈子的事，会给他的一生都

蒙上阴影。事实上，男孩回家后不再

对此事发言，情绪也不太好，已经受

到了影响。

还好刘先生把孩子的清白看得

非常重要，他为孩子挺身而出，主动

联系民警，坚定地说划车之事绝不是

自家儿子所为，此事一定另有其人。

经过民警的追查，真相终于浮出水

面。三天后，民警回电话给刘先生，

兴奋地告诉他：“我把录像调回来重

新看了，发现事发前两天车身上已经

有了明显的划痕。你的 3500元可以

要回来了。”刘先生很高兴，但他说：

“3500元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孩

子白白被冤枉。”是的，还孩子以清白

太重要了，这事关孩子一辈子。事情

真相出来后，车主就将钱退还给了男

孩家长，同时表达了歉意，刘先生回

家后也跟孩子道了歉。而最开心的

要数男孩本人了，他说：“本来头昏昏

沉沉的，做什么都没有兴致。听到这

个消息的时候，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

了，变轻了，感觉像要飞起来了！”

刘先生勇敢查找真相，果断为孩

子正名的做法太值得点赞了，他坚定

地站在孩子身后，在了解情况后选择

相信调皮捣蛋的孩子，设身处地地体

会孩子内心的感受，用爱与智慧，在

这件事上做了一位父亲能为孩子做

的一切，尽到了父亲的责任，真正呵

护、温暖了孩子幼小的心灵，最终守

护了孩子心中的一缕阳光。相信这

样一件事，会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一

个关键事件，会给孩子的内心灌注巨

大的力量。

作为父母，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

站在孩子身后，呵护孩子、保护孩子，该

为孩子挺身而出的时候决不能含糊。

记者：《太阳是个牧童》写了多长

时间，文字背后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王三炯：我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写

作。儿时我生活在巴中的一个小山

村，除了课本，没有任何读物，考入四

川大学后阅读和写作成了我最享受

的事。当时常写的是日记，工作以后

也写散文，写诗是从 2015年的 11月

开始的。有一天，我坐在公交车上，

看着窗外姿态万千的树，好像顽皮的

孩子在挥舞着枝丫，突然就有了灵

感，写下了《树木是个孩子》这首诗。

随着阅读的积累与思考，生活中

的所见所闻、喜怒哀乐都可以入诗。

清明节后，油菜都结荚了，我在车上

看到一只蝴蝶在油菜丛中飞来飞去，

就想到这只蝴蝶来迟了，不能享受油

菜花的美好，于是就有了《一条晚起

的毛毛虫》；《石水缸》的灵感来自成

都东城根街上一家店铺门口的石水

缸，看到它，我联想起老家石水缸的

种种；《尘埃的舞蹈》写的则是乡村里

常见的自然现象，阳光从瓦片的缝隙

照进房间时，灰尘在光线的照耀下好

像在欢快地舞蹈。……全书共 125
首童诗，有对太阳、云影不同角度的

描写，有对月亮、夜晚、星空的思索，

有对风、云、雨、雪变幻的叙述，有对

树木、细沙等静物的思考，有节气、物

候及人文的深思，有对浓浓的乡情、

童年的追忆，有都市的人、景、物的描

述，有季节变化下的树枝、秋叶，有旅

途中的所思所见。

记者：怎样从生活中发现诗意？

您有什么样的写作观？

王三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

首先要热爱生活，对眼中的事、物充

满新奇。虽然现在信息很丰富，但很

多人，包括成人和孩子，常觉得生活

无趣。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不

同、新奇的地方，能够对眼前的人、

事、物展开想象，就是文学创作的开

始。

《太阳是个牧童》有幸由著名儿

童文学家金波题词。金波先生认为，

读这些诗“可以感受到诗人与自然的

恳切交谈，给万物敷彩着色的热情。

还会不由自主地大声朗读出来”。关

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诗歌韵律，

确实是我写诗的两个特点。我认为，

这个社会比较浮躁，成人和孩子内心

都难以平静，把生活中的美好用诗意

的语言记录下来，能够帮助我们找回

内心的平静，和自然、他人、社会和谐

相处。

记者：很多孩子苦恼，读了很多

书却依然不会写作。怎样从阅读中

汲取写作的营养？

王三炯：写作是作者对生活的感

受与思考。每个人在生活中的独特

感受都可以写成诗，孩子更是天然地

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拥有对世界的好

奇。怎样让熟视无睹的事物变成诗，

需要一些“点子”，就是你的观察和思

考。怎样观察生活，怎样独立思考，

我们可以向优秀作家学习，从其作品

中感悟。

我在大学时期，尤其是工作以后

的大量阅读，其实就是在为写作积蓄

能量。那时，历史书籍、文学作品（诗

歌、散文、小说）、哲学著作等各种门

类的书籍都读，而《普希金抒情诗

选》、《顾城诗全编》、《外国诗歌名篇

选读》对于我后来写诗产生了直接的

影响。阅读中获得的情感、思考以及

写作上的启发，逐渐储存在记忆里，

等到自己要创作时，这些东西就会

“砸向你”。

阅读中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思

考。我在阅读时，总是会从四个方

面思考：他为什么这样想？我还可

以怎么想？他是怎样写的？我可以

怎样写？看看作家是观察到什么现

象，产生这样的思考；同样的现

象，从我的生活经验和思维结构来

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写法上作

家是如何处理的，以及我还可以怎

样写。写作是一种思维的体操，也

是搭积木的艺术。阅读时加入一些

这样的思考，实际上是对思维、对

写作艺术的历练。

记者：作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资深图书编辑，您建议家长怎样给孩

子选书？

王三炯：阅读也需要因材施教，

建议根据孩子的特点和阅读水平选

择书籍。如果孩子好动，就选择能让

孩子静下来的书；如果孩子不爱阅

读，就选择简单的、适合浅阅读的书；

如果孩子胆子小，就选择培养孩子勇

气的书；如果孩子调皮，就选择带哲

理的、能引人思考的书。

孩子成长过程中，会有很多语

言的敏感期。孩子的阅读水平也有

阶梯性。比如一二年级体会语言文

字的美以及想象力，三四年级体会

作品的故事性及对故事的构建，五

六年级培养思辨能力。……而语文

教材的难度、大纲的要求，是孩子

阅读水平发展的重要参考，同时，

课外阅读也是必要的。课外阅读

时，家长得了解自己的孩子，得根

据孩子的情况选书。因为每个家庭

对孩子阅读的重视程度不一，提供

的阅读材料丰富性不一，同一年龄

段的孩子阅读水平也会有差异，所

以要了解自己的孩子。

至于选什么书，经典作品当然需

要，反映当今生活的新作品也需要。

经典的书肯定是好书，是经过时间沉

淀的作品，但离孩子的生活也较远。

因此，看经典作品的同时，也要看一

些紧跟时代、能带给孩子启发的、好

的新作品。阅读是对孩子心灵成长

的历练，好书就像维生素一样，适合

孩子的就是最好的。阅读是精神世

界的建构，好的作品能磨炼孩子的心

性，实现内心的丰盈、平和。

记者：您对孩子的写作，有什么

建议？

王三炯：我曾担任《中学生读

写》编辑七年、《红领巾》杂志编辑

两年，后来做少年儿童图书编辑十

多年，看过很多学生作品，我发现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写什么。

确实，孩子的生活很简单，我看到

一个学生在网上“吐槽”：老师让写

《放学路上》，而他家离学校不到

100 米，实在没有什么可写。实际

上，生活本身是包罗万象的，关键

在于有没有会发现的眼睛。

对于如何打开写作思路，我有几

条建议：

1.写作素材可以从身边的生活

而来，可以从阅读而来，并加以合理

的想象。比如，100米不到的街道也

会有树，树有春夏秋冬，树也会从小

到大，树上也会有鸟儿……这条街上

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可能发生什么

事，从这些角度思考，思路一下子就

打开了。

2.阅读的时候，多思考作家为什

么这样写，我可不可以模仿写，可不

可以换种方式写，我身边的事物可以

怎样写，能动笔最好，即使不能动笔

写，至少也得在心里想一想，描述一

番。

3.不要盲目背好词好句，关键要

体会与运用。体会语言背后的情感，

将情感内化成自己的感受。音韵之

美、逻辑之美是外在形式，需要加入

情感才具有生命力。

坚定地站在孩子身后
■ 王莉

用诗意的眼光看待生用诗意的眼光看待生活活
——访《太阳是个牧童》作者王三炯

作家访谈

■ 记者 胡敏

他是学生刊物编辑，是少年儿童图书出版领域深耕多年的“老编辑”，也是中年开始写诗、刚刚出版新诗集《太阳是个牧童》的“新作家”。20余年来，王三炯将满腔
热血奉献给少年儿童读物的写作、编辑和出版，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探寻阅读的土壤如何培育出写作的参天大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怎样写作？如何从生
活和阅读中汲取写作的营养？家长怎样给孩子选书？《太阳是个牧童》的作者王三炯谈了他的看法。

本期嘉宾

王三炯，笔名云无影，少儿图书

编辑，副编审。出生于大巴山中的

一个小山村，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

毕业后一直从事儿童图书编辑工

作，始终保持一颗童心，并向往诗意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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