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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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家有道

每一次岔路口都是一次选择，每一

次选择都会成就不同的自己，人生就是

一个不停选择的过程，最终成就一个更

好的自己。

有一个小女孩，乖巧、听话，从小到

大一直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因此，她从

小就深深地懂得生活的艰辛，知道妈妈

的不容易，所以从不惹妈妈生气，妈妈

说什么她总是很顺从。

6岁那年，妈妈带她去上钢琴课，她

不大喜欢，可是却不敢违逆妈妈的意

思，怕妈妈伤心难过。去上钢琴课的路

上，芙蓉开得正艳，她在树下捡拾着一

朵一朵的芙蓉花，磨磨蹭蹭地混时间。

妈妈大约看出了她的心思，对她说：“妞

妞，你是不是不喜欢上钢琴课？”她点点

头，可是她怕妈妈难过，马上又摇了摇

头。

妈妈笑了，说：“不喜欢咱就不去上

了，今天下午去公园里看花儿。”她错愕

地看着母亲，问：“妈妈，你是不是觉得

我不乖，难过得傻了吧？”母亲摇了摇

头，说：“你喜欢的事咱就做，你不喜欢

的事咱就不做，说得太深奥你不懂，等

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那天下午，她们真的没有去上钢

琴课，而是去了公园看荷花、看芙

蓉，看叫不上名字的花。那个下午，

女孩乐疯了，一直玩到天黑，两个人

才回家。

后来，上舞蹈课、上外语课，只要她

不喜欢的，就不去上，妈妈总是笑着纵

容她。她喜欢学游泳，妈妈就带她去

学；她喜欢滑冰，妈妈也带她去学，凡是

她喜欢的，妈妈都支持她。当然，前提

是好事情而不是坏事情。

上中学之前，她的成绩都不大好，

老师把她的妈妈叫去了，说：“你的女儿

特长班不参加，兴趣班也不参加，成绩

也不大好，老是拖班级的后腿，你这个

当妈妈的是怎么想的啊？”妈妈想了想

说：“她不爱学的我不会逼她，学习成绩

固然很重要，但相比起来，我女儿的快

乐或许更重要些。我希望她健康快乐

地长大，做她喜欢的事情，做她喜欢的

自己。”

老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叹了口

气，因为这么洒脱的妈妈，老师还是第

一次见到。别的家长也不认同女孩妈

妈的教育方式，但是那些孩子们、女孩

的同学们却很认同，都说：“你妈妈真

好！我要是有那样的妈妈，还不快乐得

疯掉？”

上了中学以后，女孩的成绩开始

稳步上升，升到老师和同学都惊讶的

地步，高考的时候，她报了外地一所

她理想中的大学，而且如愿以偿地考

上了。

临去学校之前的那个晚上，妈妈帮

她收拾行李，离别在即的小伤感在屋子

里飘荡，她迟疑了半天，说：“妈妈，我是

不是不该走那么远？丢下你一个人在

家里我不大放心。”

妈妈却笑了，说：“傻丫头，我既不

是稚童幼子，也不是老态龙钟，我还不

需要人照顾，你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好。”

从小到大，妈妈总是纵容她做她自

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些小事可以忽略不

计，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一脚迈出家门，

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回来了，妈妈还这

般纵容她。妈妈一个人留在家里，会寂

寞孤单的，她有些不忍心，说：“妈，不然

我今年不去了，明年考咱们本市的大学

也是一样的，那样我就可以天天和你在

一起了。”

妈妈听了女儿这么懂事的话，非但

没有笑容满面，相反却板起了脸，很严

肃地告诉她：“妞妞，做妈妈的女儿，不

是你人生的全部，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

角色而已，以后，你也会为人妻、为人

母，甚至为人祖母，那些都将是你人生

中所要经历的角色。妈妈不希望你委

曲地活着，妈妈希望你做你自己，做你

自己喜欢的事，快乐地活着，活出自己

的精彩，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那才是

人生的全部意义。”

妈妈一边嘟囔，一边往行李箱里塞

东西，想起一样塞进一样，恨不能把家

里所有的东西都塞进小小的行李箱里，

让女儿带上她的温暖与关心。

她忙得不亦乐乎，忽然发现女儿半

天没有吭声，转回头，发现女儿朝着墙

壁，早已是泪流满面。她笑了，摸着女

儿的头说：“傻孩子，哭什么啊？有什么

好哭的？过来，让妈妈抱抱。以后你是

大人了，妈妈只怕抱不动了。”

母女俩深深地拥抱在一起，在分别

前的那个夜晚，两个人在床上笑成一

团，在被窝里说了一宿的悄悄话。

每当我看到有学生意

外伤亡、放弃自己生命和各

类恶性伤人事件的新闻，心

情都倍感沉重。在惋惜一

个个鲜活生命离去的同时，

我们要扪心自问：今天的孩

子为什么不能深刻理解“生

命”二字的内涵与意义？孩

子不珍惜生命，是家庭教育

的缺失，还是当前学校教育

的空白？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生命

教育？令人心痛的事件提

醒我们，教育应多一些对生

命的关注和呵护，学校和家

庭开展生命教育刻不容缓。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一

个生命比地球还重。生命

本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对于个体而言，它是唯一

的，所以每一个生命都值得

我们去尊重与善待。生命

教育是教会人领悟生命意

义与本质，提高生命质量的

教育，不仅包括个人及他人

的生命，还包括一切自然生

命。

首先，学校应设置独立

的生命教育课程，开展多样

化的生命教育主题综合社

会实践活动，内容应涉及到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

与自我”等教育话题，让学

生在体验与实践的过程中

思考并品味生命的价值所

在，理解他人，敬畏生命。

教育无小事，处处即教

育。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的突发和中国人在防控疫

情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令人

感动的行为和令人感叹的

气节，正是我们引导年轻一

代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最

好案例。疫情防控中有太

多感人的故事，一群群最美

的逆行者奔赴前线，用血肉

之躯和汗水诠释生命的意义，用速度

与激情和病毒赛跑。抗疫战场上逆行

者的种种付出催生我们对生命真谛的

探索，让所有的普通人关注生命、正视

生命，从而理解心怀科学与理性，秉持

一颗求真的心，才不会在灾难中迷失

自己。

类似的生命教育主题与励志故事

还有很多，教师和家长要用智慧的眼

光去挖掘育人材料，深挖文本内涵，从

认识生命的本质入手，进一步加强生

命教育，让学生对生命充满敬畏与珍

惜。

其次，要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从制度、岗位、培训、组织、实施等方

面，强化心理卫生工作。教师要多关

心学生，多和学生谈心，做学生的好朋

友；要尊重学生的个性与独特性，关注

学生的身心发展；要善于引导学生，正

确面对学生的心理变化，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激

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培养学生优良

的思维品质和健全的人格。

最后，要不定期对学生进行安全

教育，提高学生在自然灾害中的自我

保护能力与意识，帮助他们掌握意外

事故处理的急救措施和基本自救技

能。

珍惜生命，敬畏生命，才能让每个

生命都活出精彩。

适时引导
让孩子找到生命的意义

最 近 一 段 时 间 ，俄 乌 战 争 、

MU5735 空难事件、还有持续不断的

新冠肺炎疫情，这些猝不及防的突发

性事件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内心。对

于青少年来说，死亡直接闯入了他们

的视野，“孩子们对死亡的概念有了更

直观的了解和接触，他们可能会惶惑、

迷茫，甚至是恐惧。”张皓说。例如

MU5735 空难事件之后，孩子可能会

问，爸爸妈妈（或其他亲近的人）会死

吗？什么时候会死？人死之后是怎么

样的？这种时候，很多家长因为害怕

引起孩子的负面情绪而逃避回答。然

而，此时借机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才

是更明智的做法。

“其实孩子们一直有这些疑问，无

论哪个阶段的孩子，都会对死亡有自

己的理解和看法。”作为小学一线心理

教师，陈玉梅坦言，她遇到过许多无法

正确看待死亡的孩子，“有些低年级的

小朋友因为爸爸妈妈对死亡的讲解，

反而对死亡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情绪。”

她提到，有一次给三年级的学生

上课，当问到如何解决不好的情绪时，

有位学生给出了“死亡”这一回答。此

外，还有高年级的学生，因为情绪崩

溃，或者和家人、朋友产生矛盾等问

题，便轻言死亡。陈玉梅说：“这其实

是缺少生命的意义感。”

遇到这种情况，陈玉梅的做法一

般是，先与学生的家庭进行接触，弄清

楚学生的问题来源。她经过调查发

现，很多孩子是因为没有得到家人足

够的关爱，找不到正确的生命意义，所

以对自己的生命也不够重视。因此，

她会选择先与家长沟通，阐明生命教

育的重要性，呼吁他们多多关注孩子

的内心。随后，在一些心理课堂上，陈

玉梅还会跟学生讲解生命的起源，强

调生命的重要性。“对于低年级的学

生，我会以故事的形式，给他们讲解生

命的形成。而高年级学生，我则会用

数学计算等方式告诉他们每一个生命

都来之不易。”陈玉梅说，这样形象的

解释会让孩子们更容易接受。

认可孩子的感受
生命教育的关键在沟通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对生命的认

知是不同的，这也会影响他们的思维

和行动。从认知发展的角度，瑞典心

理学家皮亚杰最初以4—10岁的儿童

为被试者，研究儿童生命概念的发展，

并将儿童对生命概念的认识划分为5

个阶段：阶段 0，没有生命概念，儿童

不能区分有生命的物体和没有生命的

物体；阶段 1，活动性阶段，儿童把活

动的物体认为是有生命的；阶段2，运

动性阶段，儿童把运动的物体看成是

有生命的；阶段 3，自主运动阶段，儿

童把能自主运动的物体看作是有生命

的；阶段 4，成人概念阶段，具备了成

熟的生命概念。

上海师范大学李丹教授也在她的

论文里提到，儿童对生命和死亡的认

知发展是随着年纪的升高从模糊不

清、具体形象到认知生命本质直至表

达态度、感悟哲理的一个渐次深入的

过程。因此，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发展

阶段进行适当的引导和教育。

而当灾难、意外等事件发生后，家

长也要对孩子的紧张、恐慌情绪予以

及时的疏导。在张皓看来，生命教育

的关键在于沟通，“从情绪、认知到行

为，沟通也要分几步走。”

首先，要了解孩子的情绪，是恐

惧，难过，还是疑惑？其次，是了解认

知和想法，了解孩子对整件事的看

法。最后，要了解孩子的行为。听到

这件事之后做了什么，打算做些什

么？“家长要在沟通的过程中了解偏

差，并给予孩子共情和支持。”张皓说，

家长要正视死亡，认可孩子的感受，不

要逃避和忌讳。然后可以给孩子解

释，死亡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是自然

而然的过程，同时顺势鼓励孩子珍惜

生命。

张皓给家长们开出“良方”：帮助

孩子建立正确的生命概念、获得保护

生命的知识、培养热爱生命的情感、学

习尊重生命的技能。

热爱生命、敬畏生命
树立正确的生命观

每当一些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总会出现一些矛盾的声

音。世事无常，生命脆弱，是应该努力

奋斗，迎接更好的明天？还是应该及

时享乐，过好每一个今天？

张皓认为，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

的生命观，就是生命教育的意义。“去

年，我们在不同的学校开展了几百场

关于生命教育的讲座，就是为了给学

生建立起生命概念，强调正确的生命

意义。”张皓分享到，他们通过帮助学

生宣读生命宣言、讲解绘本《一片树叶

落下来》等方式，培养孩子建立热爱生

命、珍爱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

情感。“帮助孩子找到生命的意义，也

能让他们在现阶段对未来做出更好的

规划。”张皓说。

这一点，陈玉梅有过切身的体会，

“曾经有学生听了我的课之后说，‘老

师，原来生命这么宝贵。我以后也想

做老师，把这些教给学生。’当时，我好

像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在成都高新区朝阳小学，老师们

对孩子的生命教育是“润物无声”的，

学校专门开展了“节气深耕——劳动

教育”课程，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学

校还在顶楼开辟了“天空农场”，让孩

子们亲手种植农作物，感受培育生命

的乐趣。对于即将到来的清明节，陈

玉梅打算跟孩子们讲解《猜谜语》《獾》

等绘本，并给孩子推荐电影《寻梦环游

记》。陈玉梅认为，生命教育的跨度广

泛，还应该包含性教育、安全教育、心

理教育等。“让学生了解生命的起源、

如何保障生命安全以及如何维护心理

健康，这些都是生命教育的内容。”

除了将课堂和校园作为主阵地，

家庭里的生命教育也不容忽视。张皓

说：“在大部分的家庭教育中，生命教

育这一板块是缺失的。”因此，她建议，

家长要多阅读相关书籍，学习生命教

育知识。“家长要起到示范作用，对生

命抱有敬畏之心，同时关注孩子的内

心。”

活出自己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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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生 徐琳

清明节即将到来，伴随
这个传统节日而来的，除了
扫墓、踏青、荡秋千这些由
来已久的习俗以外，还有避
不开的“生命”话题。如何
正视生命？如何跟孩子解
释死亡？如何开展生命教
育？近日，我们采访了四川
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张
皓、成都高新区朝阳小学教
师陈玉梅，为家长和孩子带
来一堂“生命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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