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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我以后会回来看您。”她温柔地拥抱

着我，并用甜柔的声音对我说。

仿佛有一束柔和透明的光，轻轻地流泻在

我俩身上。我知道，当这句话从眼前这个女孩

嘴里说出来时，她已经懂事了。而我也终于体

会到了为师的幸福。

当时的情景是：夏夜漫漫，暑气腾腾。操场

上灯火昏黄，流光溢彩，离别的歌声正在悠悠唱

响，眼前的灯光和眼底的潮湿正交融在一起。

学生们与爸爸妈妈拉着手，排着队缓慢地走向

操场一角的毕业门。老师们在毕业门前也站成

一排，迎接着他们前来，又目送着他们远去。

有拍照留影的、有拥抱告别的、有道感谢

的……操场上是歌声的海洋，也是眼泪的海

洋。她没哭，一如她平时的坚强。她走到我身

边时，张开臂膀，给了我一个拥抱和一句承诺。

那么，我等你回来。

这个女孩有着白皙的皮肤和清秀的眉目。

她总爱紧锁眉头，不过笑起来甜甜的。可是在

班上她是个不起眼的姑娘，或许是因为成绩不

大好，她总是和老师保持着距离。上课时，偶尔

请她起来回答问题，羞怯的她声音细细小小的，

有时候会咬咬嘴唇，欲言又止的样子。课后的

作业很难有几次是令人满意的。小小的她汉字

却写得很大，阅读题写不了几个字，写作更是难

以达到要求字数，质量更是一般。当她作业不

合格，我找她询问情况时，她又习惯沉默不语，

或少言寡语。至于考试成绩，自然是落在班级

后面。

很多时候，对她是很无奈的。偶尔，她不带

或不交作业，催她补交，她也补好交上来了。时

常，她作业偷工减料，批评她几句，她又补好交

上来了。似乎作业不合格，再补好，交上来，已

经成了一个难以改变的恶性循环。我和她妈妈

交流一下她的情况，希望妈妈在家盯紧一点，可

是却发现妈妈早已经陷入无能为力的焦虑之

中。我从妈妈发来的大段大段的控诉孩子不懂

事的短信中，也分明感受到了家庭教育已经出

了问题。

她又没做完作业！那天，我正坐在教室外

的桌子旁批改作业，看到她的作业又气又恼。

又是连续几次作业偷工减料，要知道我头一天

才狠狠地批评了她。我朝着教室大声喊着她的

名字，让她出来。我气得想要再呵斥她一番，不

过我的职业理性又提醒着我，得换种方式了，严

厉地批评和苦口婆心地讲道理都是无用的。

打铃了，那是一节数学课。征得数学老师

的同意后，我把她叫了出来。这次我们面对面

坐着，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我坐着她站着。我

说：“我们谈谈心，好吗？”她用那双美丽而略

显忧郁的眼睛看着我，然后点点头。我把愤怒

和失望的情绪暂且抛开，心平气和地和她展开

交流。

我温声细语地告诉她，通过观察她平时的

表现，我发现她其实很想学好语文，可习惯不

好，基础不好，加上来自其他学科的压力太大，

语文自然成了牺牲品。她很认同我的分析，也

反思了自己在语文学习上存在的问题。

接着，我谈到了她妈妈对她的付出。我说：

“妈妈没上班，全心全意照顾家庭和两个孩子，

很辛苦。爸爸要养家，也是很辛苦的”。她答

道：“我知道，不过我真的无法让她满意。”她顿

了顿，说：“妈妈对我的期待很高，而我又做不

到。”她白皙的脸上蒙上一层灰色。我告诉她，

父母期待的，也许并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种自

觉的态度。我知道孩子都明白父母对自己好，

但却不是所有的好都是为孩子所接受的。我决

定，再深入一点。

“我感觉你和爸妈之间似乎有些隔阂。”这

种判断源于她妈妈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焦虑。妈

妈评价她：“她拖沓得不得了，油盐不进。”孩子

不愿意听妈妈的，一定是亲子关系紧张造成

的。我想要打开她的心窗，听听她的心声。好

在她很愿意和我交流。她开始用柔柔的声音叙

说成长中的疼痛。比如爸爸脾气暴躁，她经常

挨打。我惊得瞪大了眼睛，我无法想象父亲的

拳脚打在她身上时她那可怜的模样。“我都习惯

了。”她反过来安慰我。她继续说：“他们经常骂

我。”她面无表情地诉说着种种遭遇。没想到眼

前这个女孩承受着语言和拳脚的双重暴力。我

的心最柔软的地方被触痛了。情不自禁地，我

伸开手臂抱了抱她。我甚至有些愧疚，真应该

早点和她谈谈。相比我，她显得那么平静，只是

眼神有些黯淡。

后来，我和她妈妈又进行了几次交流。我

劝慰妈妈，焦虑解决不了问题，改变教育方法，

修复亲子关系也许能更好地帮助孩子。后来，

我对她更多了几分耐心，跑在后面的孩子需要

的是鼓励和关爱。时间过得很快，中考就这样

来临。她考得怎样，已经不那么重要，她愿意在

高中努力，愿意改变缺点并谅解父母，就是最好

的结果了。

毕业典礼上，夏夜的暑气让我的脸颊有些

湿润。离别的歌声响起时，我的眼泪也混杂在

了脸颊上。学生们挪着步子走到我面前，我和

他们拍照合影，和他们挥手告别，不忘再叮嘱他

们几句，再目送他们远去。

“我会回来看您的。”也许是那晚听到的最

美的承诺了。那就等你回来吧。愿你归来时，

笑靥如花。

“看到那颗飞翔的卫星，

小孩心里充满不可名状的感

觉，他觉得它是在星星间飞

行，甚至担心它会撞到其他星

星上。直到几年之后，他才从

一本科普书中知道这颗卫星

和其他星星的距离，知道无论

怎样也不会发生‘太空撞车事

件’。这个‘杞人忧天’的小

孩，就是我。”在翡翠城社区

“智慧妈妈团”组织的父亲节

亲子活动上，爸爸郭孟和儿子

郭铭韬一起大声朗读着这一

片段，与大家分享他们共同喜

欢的科幻小说——《十亿分之

一的文明》。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是作者刘慈欣在这本书中的

自序《你的想象就是全宇宙》，

它讲述了作者一步步走进科

幻世界的经历。我们的分享

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热爱

科学，去探索更广阔的未来。”

郭孟在分享的最后总结道。

今年 7 岁的郭铭韬是一个小

小漫威迷，爸爸看他喜欢超级

英雄的幻想世界，便引导他

“中国也有自己的科幻”，一大

一小两个“科幻迷”的亲子共

读总是兴致盎然。

“因为现在很多孩子的阅

读时间是不够的，所以，我

们希望每次做活动之前，结

合活动的主题，让孩子们先

读一会儿书，然后进行各种

形式的换读和分享，让大家

都有更多的收获。”“智慧妈

妈团”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

者李斌娜说。

“吸烟有害健康，无论大

人、小孩都不应该养成抽烟

的习惯。”爸爸高山和女儿高

仲湲齐声向大家倡导：“No

smoking！” 高仲湲和爸爸共

读的书是《父与子全集》，父

女俩以情景剧的形式表演了

《学抽烟》一集，生动有趣地

给了在场的家长和孩子们以

启示：父亲是孩子最重要的

学习榜样，应该以身作则，

让一家人一同向更好的方向

成长。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是这本《小狗钱钱》，它可以教

会我们许多理财知识。”“我们

最近一起读的是《老人与海》

这本书，它的作者是海明威。”

“我和爷爷今天和大家讲讲

《资治通鉴·淝水之战》。”……

在场的小朋友和爸爸、爷爷一

起，分享了各种他们平日里共

读的好书。

“现在，让我们围坐在一

起，小朋友们站在爸爸的身

后，第二个环节要开始啦！”李

斌娜组织着现场。活动的第

二个环节叫作“我是爸爸的按

摩师”，爸爸们坐在前，孩子们

站在后，经过李斌娜的现场指

导和教学，孩子们认真地为爸

爸捶背、捏肩、按脖子，“小按

摩师”有模有样，爸爸们也乐

享其中。

“我和爸爸有话说”是此

次活动的最后环节，爸爸和孩

子们相对而立，互吐真言。“我

希望你不要打我、不要骂我。”

“我希望天天和爸爸在一起！”

孩子们童稚的语言触动着爸

爸们的心。“爸爸祝你再长高

一点、天天开心。”“爸爸最大

的愿望就是你们能自由、快

乐、健康地成长。”孩子和爸爸

手牵手说着简单的话，心连心

传递着真挚的爱。

“这次的活动是‘智慧妈

妈团’和社区携手共同举

办，‘妈妈团’主要设计和策

划了整场活动，由社区代发

活动消息，能够扩大参与范

围，满足更多家长参与的需

要。”李斌娜说，“这次活动

也是借父亲节的契机，让爸

爸与孩子多进行亲子活动。

有爸爸的陪伴，孩子们都很

开心。”

等你回来等你回来
■ 陈曦

从单一输出走向互助服务——

社区活动社区活动，，让父母成为主角让父母成为主角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谐社

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如何提升

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如何让‘陌生

人’的社区变得更有人间烟火气？我

想社区教育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服务

模式。社区也以此为初衷，结合辖区

居民的具体需要提供服务，并不断探

索更好的服务模式。”成都市锦江区东

湖街道翡翠城社区书记高香茹说。

“双减”背景下，社区与学校、家庭

一样都是教育的主场。翡翠城社区在

整合辖区资源、推出系列研学、游学课

程的基础上，尝试孵化“智慧妈妈团”

自治组和“爸妈成长营”教育学堂，来

满足辖区爸妈成长和自组织团队培育

的需要，形成多方参与、互助生成的社

区教育格局。

■ 实习记者 马晓冰 文/图

“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引进

社区，为家长们提供科学方法和

心理支持。”翡翠城社区书记高香

茹说，“很多家长到了一定阶段会

觉得‘我怎么突然就教不了孩子

了’，或者感觉家庭关系、亲子关

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家庭是社区

的重要组成，我们希望通过请家

庭教育指导师来对社区有需要的

家庭提供更科学的指导与支持。

有过学习经验的家长也可以对其

他家长进行帮助。”

“现在我们来进行作业的分

享，哪一位家长先来？聊聊你们

的学习或者感受。”6月23日，翡

翠城社区第六期“爸妈成长营”

教育学堂开课了，家庭教育指导

师、智慧父母研修班讲师高巧珍

询问在场的家长们。上次课堂

学习的主题是“如何开启孩子的

内心动力”，高巧珍要求上了课

的家长们带着问题在过去的一

周中观察和思考自己的生活、与

孩子的相处细节，并在此次课堂

中进行反馈和交流。

“我发现我总在孩子面前树

立一个‘自律妈妈’的形象，最早

起、最晚睡，但我内心深处也想

偷懒、也想放松自己。我发现这

份自律是一种要求，但不是我内

心真实的追求，更多时候是做出

来看的。”一位妈妈反思道，“这

不是和孩子们每次‘装模作样’

做作业一样吗？他们在我们面

前表现得很乖、爱学习，其实是

不走心的。我们应该从自己做

起，带着孩子们一起更真实地做

一些该做的事，而不只是相互表

演。”“没错，每个人之间的‘能量’

是会相互传递和辐射的。”另一

位妈妈认同地补充道，“我最近

读了一本能量学的书，叫做《水

知道答案》，推荐给大家。书中

的核心观点是‘水能听，水能看，

水知道生命的答案’。作者通过

风姿各异的水结晶照片展示了

正负能量带来的波动，当水感受

到美好与善良的感情时，水的结

晶就十分美丽；而当感受到丑恶

与负面的情感时，水的结晶就显

得不规则且丑陋。我们在家里

也应当注重正能量的释放和传

递，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在场的家长们频频点头，并

认真做着笔记。“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日常生

活中进行“课后练习”以及同伴

间的相互交流，也是帮助家长们

成长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我们这节课的主题是‘如

何鼓励孩子’。”高巧珍说，“我们

每天都在说话，不同的话给孩子

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过去，我

们更多地把大拇指竖给了孩子，

却培养出很多脆弱和有问题的

孩子。”高巧珍首先向家长们讲

述了错误表扬方式会造成的严

重后果，比如脆弱、虚荣等等。

接着从对象、态度、效果等方面，

结合日常场景与家长们一起区

分了“表扬”与“鼓励”的不同。

最后，针对“如何做”给了家长们

建议：学会问、学会感谢、学会相

信。并结合课程内容，布置了实

操作业让家长们回家练习。

“我已经学习过好几次了，

这些内容虽然我以前也学过，但

每次学习、交流我都会有新的体

验与收获，所以我每次都来。”一

位妈妈说，“社区既然有这么好

的平台给我们，我建议家长们就

都来积极学习一下。很多家长

都等到出现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才知道要学，但为时已晚，很多

矛盾、方法的问题，都是越早解

决越好。”

“‘爸妈成长营’的活动，很多

妈妈都特别上心，孩子们生活中

一点一滴的细节她们都看在眼

里，我希望更多的爸爸们也能在

百忙之中抽空来一起学习。”高巧

珍建议道，“爸爸在孩子的养育中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不能缺席。”

从单一输出服务向互助服务

转变，把优质教育辐射到每家每

户，让父母成为社区活动的主角，

是高香茹规划的愿景，也是翡翠

城社区正在进行的有益探索。

爸妈成长营，科学指导献良方

智慧妈妈团，公益活动自组织

一位妈妈分享自己的“教子经”

“我是爸爸的按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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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妈妈团，公益活动自组织

一位妈妈分享自己的“教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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