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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这本书太好看了，你

一定要看看。”女儿放学回到家，

眉飞色舞地举着一本书，跑到我

跟前来，“真的很好看，你看了绝

对会夸赞不已的。”

“什么书能让你这么着迷？”

我有些好奇，接过书，上面写着

《寻找蓝色风》，是一本童话。

我爱看书，但对于童书，我觉

得那是适合小朋友看的书，因而

不屑一顾。

“妈妈，真的很好看，要不，我

陪你看？”女儿央求道。

“那行，我看看吧。”我打开书

的封面，女儿便唠叨开了：“这里

讲了一个泥娃的故事，他为了寻

找一口蓝色风，为了变成一个有

灵魂的人，历经千险……”

“嗯，故事真不错！”我点了点

头，开始阅读起来。女儿在旁边，

不时地问我：“妈妈，我没说错吧，

是真的好看吧？”

最初的故事情节便引人入

胜，我不知不觉就着迷了。真不知

道，一本童书也能写得这么精彩，

无论是语言描写还是景色描写，

都非常精美，小说的叙事结构也

很精妙，悬念丛生，让人一拿起就

放不下了。我一口气读完了那本

书。我被书上那个百折不挠的泥

娃感动了，我对女儿说：“谢谢你

介绍我看这么好看的书。”女儿高

兴得手舞足蹈：“妈妈，童书真的

很有趣的，我以后陪你多看童书

好不好？”

为了不打消女儿看书的积极

性，我立马回答：“好啊，但是你介

绍我看的书，必须是你自己看过

的。”

这之后，女儿隔三岔五就给

我带回一本童书。她说班上办了

一个图书角，那里面的童书不计

其数。我后来接着看了汤汤的《一

只哈嗼叫太阳》《青草国的鹅》《喜

地的牙》，又看了几本外国著名儿

童小说《外公是棵樱桃树》《不老

泉》《海蒂的天空》，每一本书都是

女儿精挑细选给我的，每一本书

都写得很好。

如今的我们，常常是一人拿

一本童话书读。看完，我们交流思

想，探讨人物的内心世界，女儿陪

我看童书的日子，每一天都过得

很幸福而且意义非凡。我发现，童

书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它让

我欢喜，也让我感动，我改变了以

往对童书的偏见。

感谢女儿把我引进童书的世

界里，让我找回了曾经没有童书

的童年岁月。童书，让我生活更加

丰富，也让我和女儿更加亲近了。

《魔法满屋》并不是讲一个会魔法的

人在平凡人的世界里呼风唤雨的故事，

它将一个不会魔法的人放进了一群会魔

法的人里。

故事围绕着一根蜡烛展开。多年

前，外婆和一群人在兵荒马乱中背井离

乡，在一条河边被追兵赶上。外公留下

断后，外婆抱着嗷嗷待哺的3个孩子，在

无尽的绝望与悲戚中跪地祈祷。这时，

一根蜡烛爆发出无穷的力量，让群山拔

地而起围成桃源般的奇迹谷，并于平地

建起一座魔法屋。

蜡烛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安宁与祥

和，也给这一家人带来了魔法天赋。有

人力大无穷、有人能创造繁花、有人能预

知未来……被它祝福过的人都能打开一

扇魔法的门，唯独米拉贝与奇迹绝缘，无

法拥有魔法。

米拉贝是一位戴着眼镜、圆脸、厚眉

毛的女孩，不仅相貌平平，脸上还时常露

出半分苦意。作为魔法家族中的另类，

她不断地想证明自己，但总是不被外婆

认可。外婆对米拉贝毫不客气，在其弟

弟的魔法唤醒仪式上，对努力帮忙布置

会场的米拉贝直言：有些人帮忙的最好

方式就是不要插手、退到一边。这极大

地戕害了米拉贝的自尊与自信。事实

上，外婆对所有人都很严厉。因为她害

怕这奇迹的蜡烛有一天会熄灭，害怕家

族魔法的天赋有一天会消失，所以她不

断给力大无穷的大姐更多的活儿，让花

仙子般的二姐必须保持完美无瑕的形

象，和一个她并不爱的男子订婚，指望能

生下具有更高魔法天分的孩子。

其实，外婆并不是自私的人。她在每

个人的魔法唤醒仪式上都会问，你愿意用

魔法为家族、为奇迹谷的人们作贡献吗？

她并不是用魔法去统治，而是让家族为世

人服务。她知道，眼前幸福的生活都是外

公换来的，所以她分外珍惜，竭尽全力去

守护它，杜绝任何一丝隐患，哪怕因此显

得不近人情。这使得她的儿子布鲁诺都

选择了消失，藏在魔法屋破败的夹缝里不

肯与人相见，因为外婆觉得他只会预言厄

运，嫌弃他对家族没有贡献。

这同样是她不待见米拉贝的原因。

一方面，她在米拉贝身上看见了魔法消

失的可能；另一方面，她认为米拉贝是在

破坏这个家，米拉贝让一向逆来顺受的

大姐产生了厌倦心理，让一向听话的二

姐变成了带刺的仙人掌，产生了叛逆的

想法。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外婆牺牲

个体去成全整体的观念有着根本上的分

歧。

预言终究成了真，魔法屋毁于一

旦。绝境中，外婆幡然悔悟，毁掉魔法屋

的正是一心维护魔法屋的自己。是她那

严苛、横加束缚、变质的爱，以爱的名义

施加了伤害；是她只顾着魔法的传承与

唤醒，而忘了承载魔法的人，甚至想牺牲

她们本该有的幸福。这些都与外公殒身

时那能诞生出改天换地的强大魔法的爱

相违背，所以蜡烛的熄灭是一种必然，是

外婆一叶障目、舍本逐末了。

当米拉贝和布鲁诺走出自卑，存在

的价值得到了认可，他们与外婆紧紧相

拥，一家人释怀、和解、团圆。等众人齐

心协力重建了魔法屋后，消失的魔法竟

重新复苏。原来，爱才是永恒的魔法，正

是因为爱的纯粹、温暖与伟大，魔法才有

了意义。

整部电影中，只有外婆和米拉贝不

会魔法，却正是她们主导了家族的发展，

这也升华了电影的主题，在现实生活中，

魔法就是孩子的天赋——在英语中，魔

法也常用天赋的单词代称。我们常会苛

求孩子的表现，把他们和别人家的孩子

比较，用爱的名义把自己的理想强行套

在他们的身上，而忽略了其自我的声

音。对于表现不佳的孩子，更是欠缺应

有的尊重与关爱。

事实上，谁都可能是米拉贝。没有

人是十全十美的，总会在某些领域上成

为一只笨鸟，成为一个掌握不了魔法的

普通人。在安慰他们天生我材必有用的

时候，作为掌权的一方，比如父母、老师、

领导，是不是应该思考如何善待他们的

自尊、启迪其自我发现与实现，而不只是

表达永无边界的失望？况且，在电影中，

正是外婆和米拉贝这两个不会魔法的人

最终和解，才让消失的魔法回归。家族

的光辉表现与整体的友爱、融洽孰轻孰

重，值得几番思量。

魔法满屋，不如有你在。这份对弱

势群体的关爱，以及对爱的深入演绎和

诠释，或许就是迪士尼电影始终拥有良

好口碑的原因之一吧。

寒假期间，我通过认真研读《勇于管教》，无

论教育孩子还是在班级管理方面都深受启发。

说句实在话，遇见《勇于管教》，有一种相见恨晚

的感觉。

什么是管教呢？管教就是要给孩子设定界

限，告诉孩子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

拥有明确的界限，才会拥有更多的安全感，还能

享受更多的自由、快乐。正如书中所说，我们驾

车行驶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准备通过一座悬架

于离谷底几百米的大桥上，假设两边没有护

栏，你会把车开到哪边？肯定是道路中间，但是

如果加上护栏，你会感觉更安全。因此，在学校

中，老师首先要给学生设置界限，使学生明白在

学校里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禁止去做。要

做到这一点，制定《班规》很必要。

每当接手一个新班时，我总要和学生一起制

定班规。从早晨到校开始，一直到下午放学，每个

时间段都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并且根据班规制定

相应的班级量化表。量化表对班级中纪律、学习、

做操、作业、卫生、值日、大课间活动等方面制定

了细致的要求和评分标准，每天对学生的情况进

行评价。如：当学生早晨到校认真读书时，加1分；

当学生作业书写漂亮时，加1分；当学生打扫卫生

积极、干净时，加1分……相反，如果孩子在哪一

方面表现不好也要进行相应减分。这样，学生对

自己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都有了清楚的认识，班

级内违反纪律的学生越来越少，老师的课堂管理

也越来越轻松。

激励则是管教的有效方法。在《勇于管教》

第八章中，作者给我们列举了在学校中表现不

佳的孩子的3种主要类型：一是发育迟缓生；二

是学习迟缓生；三是不用功的学生。在这3类学

生中，不用功的学生在班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他们之所以学习不好，一是因为没有养成好的

学习习惯，二是因为懒惰，没有把全部的精力运

用到学习中来。转变这些学生最好的方法便是

激励，对不用功的学生进行激励，通常会收到立

竿见影的效果。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个本子、

一句鼓励的话、适时的加分等，都是对孩子最好

的激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不用功学生的学

习潜能。

我曾经接手过一个很特殊的班级，男女生比

例严重失调，一个班级里有 30多个男生，个个生

龙活虎，课堂纪律很难控制，有些老师上课压不

住时，我得跟着“镇压”。在第一次期末检测中，该

班在级部只位于中下等的位置，看着眼前的成绩

单，反复分析着每个孩子的情况，我发现这些孩

子虽然调皮，但也聪明，我要想方设法把他们的

聪明劲儿用到学习上。首先，我设计了“看，我多

棒！”的量化表，每天安排一个小监督员进行监

督，表现好的小孩给涂上红星，表现不好的小孩

给涂上黑星，黑星星到最后总结评比时要扣分，

所以这些小孩都很怕监督员，只要小监督员拿着

彩笔在前面一站，他们就会赶快坐好，课堂纪律

明显有了进步。到了下一次期末检测时，我又想

了一条激励措施：我告诉孩子们，只要考试成绩

进入年级前三名，我们就组织一次社会实践活

动，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孩子们一下子来了劲

头，考试时超常发挥，考到了年级第二名。后来，

我们在家委会的组织下参观了污水处理厂，参观

队伍非常庞大，学生和家长都非常开心。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管教很重要，但是管

教一定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亲其师才能信其

道。缺乏爱的管教，学生不会服从，反而会对你

的管教产生憎恨。因此，我们要做到爱与管教的

平衡，要想做到这一平衡，沟通是最好的方法。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会经常像对待朋友一

样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学生听。当有老师夸奖

我们班纪律好时，我会对学生说：“同学们，今天

某某老师夸奖我们了，说你们懂事、守纪律，真

是太棒了，老师真是太幸运了，遇到了你们，让

我们继续努力，争取做得更好，行吗？”

当我因为工作任务多加班很晚而状态不佳

时，我会对同学们说：“同学们，你们知道昨天老

师几点休息的吗？晚上12点多了，老师要用一晚

上的时间改完每 一位同学的试卷，还要备课，

是不是很辛苦？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纪律，不要再

让老师为你们操心，好吗？”

通过沟通与交流，学生感受到了老师的辛

苦，明白了老师的期望，师生间的距离缩短了，

师生情谊加深了，使管教更加得心应手。

《勇于管教》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洞察孩子

复杂的心理与人性，解决家庭管教和学校管教难

题，能够让我们在育儿的道路上和班级管理中少

走很多弯路。希望即将成为父母的年轻 老师和家

长们，能看看这本书，切记管教孩子的最佳年龄

是在0到12岁之间；对于在育儿问题上困惑不

解、手足无措的家长，请看一看这本书，你会有一

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对于在班级管理中正焦头烂

额的老师，请看一看这本书，你可能会找到开启

智慧之门的金钥匙。愿我们每一位父母，既是一

位合格的家长，更是一位智慧的教育家。

打开书页，浓郁的泥土气息、草木气息扑面而

来。全书分为“落花”“山色”“会饮”“上座”四卷，每

卷都在描摹故乡的独特风物，讲述父老乡亲的美

好故事，每篇文章都表现出对于故土的爱恋，都深

深烙着故乡的印记。这就是一本献给故乡和大自

然的书，“花”是乡村和大自然的象征，“陪花”是对

乡村和大自然的由衷热爱和依依不舍。

作者眼里有风景，心中有人物。例如，《山中月

令》中的猕猴桃和老林、《人生果实》中的胡柚林和

老徐夫妇、《把秧安放进大地》中的稻田和作者的

父亲“稻田大学校长同志”……还有常山菜的辣、

包子的辣、烧饼的辣、“索面”的辣，皆是娓娓道来，

风景如在目前，人物栩栩如生，令人感受到作者对

故乡的熟悉和深情。

作者笔下有故事，叙事有感情。《雪，消失了的

事物》中写道：“一落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西安

就变成了长安。杭州就变成了临安，常山就变成了

定阳。一落雪，大人就变成了小孩，你也变成了诗

人。”雪是我们所需要的。它可以让人安静，理一理

过去的岁月，想一想往后的人生。

《每座村庄都珍贵》说，一些村庄也消失了：

“每一座村庄都如此珍贵，每一座村庄都装载着那

里人们的快乐和悲伤，光荣与荣耀。”《听见万物在

歌唱》中，童年歌谣已听不见了。作者还在《歇脚之

地》中提到本地文化味的缺席，“一个地方，咖啡

馆、茶馆或书店的质量，几乎就代表着那里旅行生

活的水准。”这种提醒也是源于对故乡的爱。书上

提到的种种“消失的事物”，在我的故乡也是如此，

我也因此每每唏嘘。

这种深厚的感情，不仅表现在对消失的事物

的追忆上，而且表现在对现实中的坚守农事的劳

动者的赞美中。《田野上的风》中，作者讲述种水稻

的意义：“我要记录一整年耕种水稻的过程，让城

市里的人们知道，种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要让城市里的孩子们知道，每一粒米饭，都应该珍

惜；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应该得到尊重。”赞美纯朴

的劳动者：“这世上总有些事，是留给笨拙的人。如

同水稻的生长，缓慢却执拗。”

这本书中，处处都有“时间”的痕迹，字里行间

藏着一个“慢”字。这是乡居生活的特点。在当今追

求方便、快捷、高效、速度的大背景下，“慢”渐渐为

“快”所替代，很多人因而变得焦虑。《总有一些事物

会记住曾发生过的一切》，说的就是时间：“金钉子，

这是一枚地质学概念上的钉子。这枚钉子由岩石地

层构成，记录着地球的生命与历史。”《照过很多相

的茄子》中写道：“乡下生活讲究一个慢字。什么都

可以不讲究，吃饭要讲究——细嚼慢咽。到了城里

什么都讲究，吃饭最不讲究——必须快。”这是作者

对所谓“快生活”的批评。

余华在《活着》的序里说：“我相信是时间创造

了诞生和死亡，创造了幸福和痛苦，创造了平静和

动荡，创造了记忆和感受，创造了理解和想象，最

后创造了故事和传奇。”没有时间，我们将会一事

无成，然而，如果一味压缩时间，生活就会变味。

书中还有很多关于人生的思考，即兴发挥，贴

切自然，这时草木就变成了人，“草木书”变成了

“心灵史”，读之深受启迪。《陪花再坐一会儿》中：

“乐观主义者都是这样，世上的事情本没有什么坏

的好的，不过都是过程而已，只要珍惜这个过程，

不叫一日枉过，不叫落花流水顾自去，便是好的。”

我写散文20年。我一直在思考，散文应该写

什么、怎么写。对此，周华诚自有主张。写什么呢？

写故乡。作者在后记中说：“这一本的特别之处，在

于用散文的方式，重新发现故乡之美。”“如果我们

无法懂得她的美，那不过是我们没有真正蹲下身

来的缘故罢了。”作者所在的浙江，是中国现当代

“故乡文学”的摇篮和重镇，过去有鲁迅、茅盾、郁

达夫、艾青等著名作家，今有余华、周华诚等知名

作家。写故乡在现当代、在浙江，仿佛是一个传统。

其实故乡也是祖国，故乡是祖国的缩影。我读

鲁迅先生的《故乡》，他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连起

来，有回忆、正视和展望，使人感知其对故乡、对亲

人的炽热之情。在杭州，鲁迅的故乡是绍兴；在北

京，他的故乡是浙江；在东京，他的故乡是中国。每

个人的故乡都是祖国的一部分，所以歌里唱道“青

山在，人未老，共祝愿，祖国好”，这就是人们心心

念念的的家国情怀。

关于散文怎么写的问题，作者说：“散文还可以

从现实中来，与现实贴得紧密一些。散文有它的时

代性和当下性。”本书的写作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

书中有新鲜的事物，如胡柚、索面等，多为常山所特

有；有众多有趣的人物，如种猕猴桃的老林、种胡柚

的老徐、经营榨油坊的黑孩、种水稻的作者父子。

《在常山喝茶》中，言及散文的信息量问题，实

际上也是对散文作者的评价问题：“散文并不凭一

篇或几篇，就奠定了什么地位的，而是把你的名

字，你的生活，一并嵌入文章里头，不可分割，构成

了文章的信息量，使人读了，仿佛在读作者这个

人。”从本书中及其他作品中，确实也能看到周华

诚的努力与实践。

勇于管教 善于管教
■ 丁荣华

【
读
书
】

《勇于管教》

作者: 詹姆士·杜布森
译者: 裴彤 / 王跃进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12月
ISBN: 9787561771716

《陪花再坐一会儿》

作者：周华诚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年1月
ISBN: 9787559462817

重新发现
故乡之美

■ 徐斌

魔法满屋魔法满屋，，不如你在不如你在 ■ 仇士鹏

《魔法满屋》

导演: 杰拉德·布什 / 拜伦·霍华德
/ 查里斯·卡斯特罗·史密斯

编剧: 查里斯·卡斯特罗·史密斯 等
类型: 动画 / 歌舞 / 奇幻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
语言:英语 / 西班牙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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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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