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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根据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开展2021年度“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

要求，省文明办、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组织开展了2021年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经过层层推荐、专家审核、

社会公示等环节，评选产生2021年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30名。

他们，是新发的嫩芽，是初升的旭日，是明天的希望。今天，让我们来认识其中一位好少年——广汉市七一学校2015级学

生刘泓博。

记者 郭路路 整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爱我
你就夸夸我

■ 胡美云

别看刘泓博还是一名少年，但他却

是一位“老资格”的志愿者了。

2016 年正月初九，7 岁的刘泓博跟

着爸爸参加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

一场公益活动，在那场活动上，刘泓博

看到了一位叔叔离家27年后终于与家

人团聚的场景，感动得落泪。虽然，作为

一名小学生，他只是跟在爸爸旁边做了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一家团圆的场景

给了刘泓博很深的触动。

参加完这次活动后，刘泓博就对爸

爸讲，希望能一直参加。爸爸觉得他是

一时兴起，没想到，刘泓博一坚持就是5

年多，助力了近30个家庭实现团聚。刘

泓博非常珍惜每次参加活动的机会，总

是竭尽所能地完成任务。宝贝回家的志

愿者张姐这样评价他的表现：“在活动

中，刘泓博总是表现得十分积极主动，

他的进步很快也很大，从一个小孩成长

为了一名能够独立完成事情，自主性很

强、有上进心，也有爱心的男子汉。”

在5年爱心公益事业中，泓博一共

助力了近30个失散家庭重新团聚。除了

骄傲，除了欣慰，刘泓博也感受到了沉

甸甸的责任和使命。为了减少家庭失散

的悲剧，刘泓博经常给同学们讲解防止

儿童走失的知识，并发动同学多多宣

传。

在众多团圆故事中，最让刘泓博印

象深刻的是一位叔叔被拐卖的故事。为

了找这位叔叔，父母费尽心力，倾其所

有，特别是他的母亲，只要看到哪里在

播孩子找父母的新闻她就跑到那里去

找。漫漫寻子路，让这位失子的母亲积

劳成疾。最后，这位被拐叔叔的妹妹把

哥哥走失的相关信息发布到宝贝回家

志愿者协会的网站，一家人才得以团

聚。

“每当看到他们重逢的画面，我心

里也不由得感动，眼泪止不住地往下

流。我是多么希望世界上只有好人，没

有坏人，全世界的家庭都不再被迫分

开。我将继续走进这漫漫寻找之路，帮

助更多的家庭团聚！”刘泓博说道。

在志愿活动中，刘泓博是一名暖心

的大男孩；在学校，他是一名品学兼优

的大队长。这不仅是家庭教育的成果，

也得益于学校教育的耳濡目染。

班主任尹世芳说：“我们学校是由

特殊党费援建的学校，所以我们十分重

视感恩教育，例如主题队会、班会活动

都会对学生开展这方面的教育，可能是

耳闻目染，刘泓博同学在6年的学习和

生活中就逐渐地倾向于做好事。”

广汉市七一学校是汶川大地震之

后由特殊党费援建的学校，学校每层教

学楼的中庭建立了红色教育基地，校训

是“铭记党恩，感恩社会，热爱人民，报

效祖国”，作为学校大队长的刘泓博担

起了带领红领巾学党史的责任，成为了

学校红色教育的义务讲解员。

同学李泰鑫说：“他是我们学校的

大队长，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上课积极

回答问题，还经常帮助成绩较差的同

学，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他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

讲课文《雪孩子》，结尾讲到雪孩子消失

了，小白兔对雪孩子充满感激与怀念。这时，

有个小小的声音响了起来：“消失就消失了，

有什么关系呢，可以再堆一个雪人啊。”

孩子的思维如此敏捷，可是，那分明有些

无所谓的语气却让我停下了继续讲课的节

奏。我调整了讲课计划，自然地进入了互动

环节。几十个坐得笔挺的小身板，几十双充

满期待的小眼睛，准备着随时回答问题。

“同学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不是总有

一些人是独一无二、无法替代的呢？比如我

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兄弟姐妹，比如我们最

要好的同学、朋友。还有与我们朝夕相处的

家里的小猫小狗等小动物，我们对它都会有

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吧？”

“是呀。”一张张小嘴齐声而响亮地附和

着。

“对于小白兔来讲，雪孩子不仅仅是它的

好朋友，还牺牲了自己救了它的命，所以它肯

定会想念雪孩子，会不舍得它。在它的心里，

雪孩子是一份独一无二的存在，雪孩子消失

了，它会难过。不是随便堆个雪人就能替代

的哦！”

“举个例子啊，就像我们自己的妈妈吧，

她也许不是最美的，也许不是最厉害的，但

是，如果拿一个很漂亮很厉害的人来换做你

的妈妈，你们愿意换吗？”

讲台下齐刷刷的回答声一片：“不要，我

才不愿意换呢。”似乎光嘴上这样的回答着还

表达不了他们内心不愿换妈妈的坚定，学生

们一个个还自觉配上了摇头摆手的小动作，

将内心的不愿意表达得坚决又彻底。孩子对

父母的爱总是随时随地表达得如此纯粹可爱

又深情，叫人感动。以致于站在讲台上同样

是两个孩子妈妈的我，瞬间心柔成水。

“对吧，你们看，妈妈就是我们心目中无

可替代的人，同样的啊，你们也是父母心中无

人能替的宝贝啊！”

顿了顿，我又举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

“比如啊，也许你长得普通，但一定是妈妈眼

中最可爱的孩子，拿再好看的孩子也不可能

从你妈妈的手中换走你。”

台下认同的声音忽地小了，有些依然坚

定幸福地点着头，有些孩子却露出了些不大

相信的笑意。

“即使你成绩一般，如果真拿一个成绩好

的小孩和你妈妈去换你，她也是绝对不可能

愿意的。”话说到这儿，有些孩子或者玩笑、或

者认真的，开始否定我的话语了。

“才不会呢，老师。我妈肯定愿意的。”

“就是啊，我妈早就说过了，怎么没换个

优秀的小孩给她呢。”

“我妈还经常拿我和隔壁的某某比呢，说

要是把我和她换了就好了，人家又乖成绩又

好。”

…………

孩子们开始七嘴八舌起来，同样也是一

面说着，一面摇着头，但面上的表情却有着明

显的强颜欢笑了。在小小的童稚的脸上，有

些小失落，也有些小伤感。

那一刻，尽管我知道，孩子的这些小情绪

会随着我的课堂引导，会随着下课铃的响起

而烟消云散。她们在课间的操场上，会一如

既往地蹦着跳着，快乐着、调皮着，忘记所有

的小烦恼。但是，作为父母的我们，不应该反

省一下么？是什么让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怀

疑父母的爱呢？

想起女儿幼时常唱的一首儿歌：“爱我你

就抱抱我，爱我你就夸夸我，爱我你就亲亲我

……”

一个晚上，女儿与我彻底打破了掩藏许

久的“伪和谐”氛围。那时她正在书房写作

业，我来到她跟前，巧妙地说现在电费越来

越贵，两人在一个房间学习可以节约用电，

还可以相互监督、共同进步，征得她同意后

我便坐在一旁读书。

但我并没有认真看书，佯装翻书，我偷

偷观察她到底在做什么。原来，女儿写作业

的间隙，总是把手机频繁地拿在手上翻看，

我先是好言相告，可她却只用一句“知道了”

回应。听声音我知道，她是在浏览短视频，一

刷几分钟，或者看群消息，半小时就这样过

去了。我想不能再忍了，还是得主动出击。

我让女儿把手机放到书房外，没想到她

毫不犹豫地回绝：“不行，我要关注老师发的

消息！”又经过几次严正交涉无果，她甚至变

本加厉地拿着手机不放，并扬言：“你要看着

我玩，我就玩！”摆出一副你奈我何的挑衅表

情。

我隐忍了许久的情绪在此刻彻底爆发，

一个箭步冲到她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她手上夺下手机，狠狠地砸向地板，只听

得“砰”的一声，女儿瞬时就跳了起来！像一

头愤怒的小狮子发出咆哮声，开始歇斯底里

地哭诉，“我平日学习压力那么大，回来抽个

时间玩下手机都不行，你赔我手机，你赔我

手机上的漫画图片，那是我辛辛苦苦积攒了

两年的几百张动漫图片……”

我还在想应对之策的时候，女儿继续不

停数落讨厌这个家庭，讨厌我，抹灭了她唯

一的爱好……“你把自己未完成的目标和心

愿都强加我身上，对我不公平。每天6点起

床到晚上9点熄灯，一整天都在高负荷的学

习状态，周末回家放松下都还要被你监视，

放松不了！”

我跟她分析手机带来的弊端，试图打断

她的说辞，却越发激起她的冲撞。

我一时没有办法，只好以静制动，认真

耐心地听她讲，默默记下她说的每件事。或

许是说累了，愤怒的“小狮子”趴在沙发上，

变得萎靡不振。

看她这副模样，我便见缝插针，搞起了

怀柔战术，马上去客厅里给她冲了一杯蜂蜜

水端到她面前，然后走开。我用余光瞥了一

眼，她先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悄悄地端起

来喝了几口又轻轻地放下。又过了一会，她

终于起身，捡起地上的手机，冷冷地说了一

句：“你摔的手机，必须负责给我修好，手机

我不用都行，但里面的图片必须有。”我赶紧

举双手赞同，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惨不

忍睹，后壳也碎了。小狮子最后“哼”了一声，

去睡了。

其实细想一下，女儿一直以来是个乖巧

懂事的孩子，周末我加班或者晚回家时，总

会给我制造小惊喜，有时进门就可以直接吃

饭。偶尔在我忙的时候，她会冲杯自制的奶

茶端给我，看着我喝完，晚上也总是嘱咐我

早点睡。不仅如此，她人缘很好，特别能担

事。一放寒暑假，大人、小孩都喜欢找她玩，

各种活动邀约、出游，她一直扮演大姐姐的

身份，呵护着每一个弟弟妹妹。

“手机”事件后，我开始反省自己，平日

里对孩子的所作所为是否得当，思索她控诉

的每一个微小细节，怎么化开心结，怎样回

到开心、快乐的学习时光。

首先，改善周末伙食，变着花样做她喜

欢的美食；兴趣班主动去接她放学，跟老师

沟通近况；看她平日阅读的书籍，沿途找个

共同话题，适当聊会儿天，拉近彼此距离；默

默解决让她不满的事情。偶尔，我也会不露

痕迹地提及手机带来的影响，适时引导孩子

转移注意力，多探讨她喜爱的历史书籍，一

起去图书馆寻找知识，增加女儿与同龄人之

间交流的机会。……

我知道，目前女儿正处在青春期和叛逆

期，只能做好引导，让她从内心真正感受到

家庭的温暖，从而进一步袒露心声，聊聊理

想，谈谈感受，真正做到关爱孩子的心理变

化。

为了跟孩子保持同步，我果断卸载了手

机里的短视频软件等，也不再拿着手机或者

只能音箱听书、听音乐，在孩子面前减少看

手机频率，在家里自觉把手机放得远一点。

在女儿写作业的同时，我也认真读书、

写作，间或送去牛奶、温水，适度关心；等她

上兴趣班时，我去收拾房间，拖地、打扫卫

生。让孩子回家面临干净、整洁的房间，保持

心情愉悦，更加效率化地写作业。

慢慢地，女儿的态度有了改变，对我也

逐渐敞开心扉。会主动说说学校的趣事，谈

谈学习的困惑，聊聊自己的想法，在又一次

愉快的聊天氛围中，“小狮子”再一次问我手

机能否修好时，我以一种诚恳的态度告知已

无法修复，只听她说：“没事，确实坏了，说明

老天都在提醒我不要沉迷了。”我一颗悬着

的心终于放下了。

我也慢慢领悟到，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

中，需要扮演着各种角色，当跟孩子意见分

歧时需要快速找到一种适合、有效的育儿之

路，边摸索边总结，陪伴孩子的同时自己也

要及时转变，接纳孩子的本真，从而达到平

衡，和睦相处，共同成长。

正如《父母的觉醒》这本书里所写：“父

母能够放弃虚荣心、自负感、控制欲，尊重孩

子的天性，接纳孩子的本真，才能与孩子建

立亲密和谐的关系。……”

这一场手机事件，终于以“化干戈为玉

帛”告终，胜利者有两个。

“曹老师呀！让这小鑫的父母到学校来下

吧，上课打闹，不听劝告，公然和老师顶嘴，有

时连教室都不进，你要让他家长来，把他的情

况与他父母交流一下，影响太恶劣了！”邓老师

一进办公室，教本都未放，一脸愠色地对我说，

“这孩子，没救了。你不要对他仁慈，否则，他会

让大家上课都不省心。”

邓老师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教学兢兢业

业，对学生要求严格，上课不允许做小动作，这

对好动的小鑫来说，无疑是上了枷锁。师生摩

擦也就发生了。

之前，邓老师就向我反映过几次小鑫的问

题，我总是说：“孩子也可怜，父母长年在外做

点小生意，托管在别人家，咱们老师还是原谅

下。”我连忙给邓老师倒了杯茶，请他坐下。邓

老师拍了拍衣袖上的粉笔灰，叹口气说：“我又

没惹他，只是敲了敲黑板，提醒大家要认真，要

听讲。结果他在下面说老师有什么神气的。你

说气不气人？”邓老师看了看我，又说：“找他父

母吧！不然后面课更难上。”看着邓老师期待的

眼神，我不好意思再说孩子可怜。“再给我一次

机会吧！这次孩子若还没转变，就联系他家

长。”我许下军令状。

用什么方法引导小鑫呢？我陷入思索之

中。检讨写过，保证念过，《中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学过，谈过心……可每次的改变总是昙花

一现。怎样才能让他“变形”呢？

这几天在赏析古诗词时，正好学到虚实结

合的表现手法，我脑筋动了一下。试试这样？

我急忙去找小鑫。小鑫气呼呼地坐在教室

座位上，嘟着嘴，看着我走近了，才低下头。

“小鑫，我能跟你谈下吗？”

小鑫不吭声，默默跟我来到教室外面。“小

鑫，老师让你听讲，你为什么不听呢？”我瞅着

他的眼睛问。

“邓老师总是恶狠狠的，让我们坐正，不许

做小动作，我只是让同学帮我捡块橡皮，结果

他就训我。”

“那你晚自习上了厕所后就不进教室怎么

解释呢？”

小鑫不说什么了。

“你呀，还是要多反思自己，多想自己的问

题。学然后知不足，老师讲，还是要认真听，这

样才能进步。”我拉起小鑫的手，将他的衣襟扯

了扯，“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私下与邓老师交

流。现在，你已影响了邓老师的工作，邓老师让

我请你的家长。我已为你立下了军令状，你要

在这次彻底转变，不然，我也只能麻烦你家长

了，你愿意麻烦家长么？”

小鑫的眼睛动了动，“老师，还是不麻烦我

家长吧。”“可以呀，我们不麻烦家长，但我们要

假想爸妈回来了，他们会怎么样呢？”我停了

下，又说，“我们刚学了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

现在，我们就来虚写一下父母回来后，假想他

们到了学校，他们会对你说什么，有什么动作、

神态等，你就写一写吧。”

小鑫是作文困难户，平时写个检讨书都困

难，语句都不通顺，更不会用描写，这对他是个

考验。

果然，写了大半节课，他只写了两段话

——

爸爸说：“小鑫呀，你怎么在学校不听话

呢？要遵守纪律，爸妈在外多不容易啊！要好好

学习，不要惹老师生气，知道么？”

我说：“爸爸，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们，我一

定要守纪律。”说完，我低下了头。

这两句话是通顺的，我对他进行了肯定，

我让他将契诃夫的《变色龙》这篇文章打开，让

他观察大作家是如何描写对话的。

他看了一下，“有些对话是将说话人放前，

有些说话人在中间，有些是在后面。”小鑫挠了

挠脑袋。

“那你知道为什么有时说话人在前，有时

在中，有时在后吗？”

小鑫怔住了，半天不吭声，默默地看着书，

忽然，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说：“在前的

是直接介绍说话人；放中间的是一个人说了话

后，又停顿了下或做了什么动作等，然后继续

说；放后的是您讲的先闻其声，后见其人。不知

对吗？”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我也像哥伦布发观新大陆似的看着他，这

是小鑫吗？看来，还是平常对孩子关心较少啊，

我心中有一丝愧疚。

“嗯，你观察得很仔细，那你能模仿用下

吗？”

“我可以试下。”他腼腆地说。

嗨，小家伙还学会害羞了。小鑫又去动

笔，我再引导他看书，一起修改。后来，我又引

导他进一步看《变色龙》，文章是怎么开篇的

呢？当时是一个什么环境呢？发生了什么事

呢？……

小鑫一点点写，我一点点改，后来，他的文

章《爸爸回来了》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这以后，

小鑫逐渐变了，他说：“我要努力，不然，我真对

不起帮助我的老师、关心我的父母。”当然，他

的父母没有因为孩子违纪到校过，倒是每周一

次亲情视频通话，让他倍感温馨。不过，这是我

联系他父母让做的，没有告诉他。

小鑫也爱上邓老师的课了，有问题还主动

向邓老师请教。邓老师悄悄问我：“你想的什么

法啊？能让小鑫变形。”

我嘿嘿一笑：“那有什么法，耐心呗！”

小鑫“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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