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他需要遵守

的规矩越来越多，我是第一次做妈妈，很

多时候也会束手无策。为了缓解育儿的

压力，在朋友的推荐下购买了《大卫，不

可以》绘本，至今受益匪浅。

每一个看过《大卫，不可以》的孩子

都很喜欢大卫，他是一个调皮可爱但时

常把家里搞的一团糟的小男孩，是父母

头疼的对象。这本书能教会孩子要遵守

一些规则，同时也告诉父母一个道理

——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孩子有自己

独特的成长节奏，我们要尊重和爱孩子。

我给儿子阅读的时候，最初他会模

仿里面的动作，比如说不可以在洗澡的时

候把浴缸里的水弄得到处都是，他却学着

大卫弄湿地板；不可以头戴铁锅拿着勺子

敲得叮当响，他也学大卫把饭盆戴头上；

甚至每次即将讲到“不可以挖鼻孔”的时

候，他就赶紧做一个挖鼻孔的动作。

然而，随着阅读的次数增多，他越来

越关注里面的细节。书中“把玩具收好”

的画面，他会观察里面都是什么玩具，哪

些是自己拥有的，能够说出每一个玩具

的名字。更令我欣慰的是，每次他玩了玩

具后，自己都会收拾到玩具箱里。有次，

我吃完饭去洗衣服，回来后发现儿子的

餐具整齐地放在了厨房灶台旁。当时只

有我和他在家，我的眼角瞬间湿润，因为

他只是一个不足3岁的小男孩。

记忆最深的在“大卫，快回来”的画

面，里面有井盖，有下水道，他看到了现

实中的井盖会告诉我说：“妈妈，看井

盖。”然后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很

开心地去踩井盖。“西安儿童坠落井盖被

冲跑”的新闻铺天盖地，我便很严肃地告

诉他：“儿子，不可以踩井盖，井盖下面全

是水，还有些井盖下面有电缆，会被冲跑

的，很不安全。起初几次他还执意去踩，

但我说得多了，他也就记住了。有时候，

我走路或者骑电动车的时候，在没有注

意的情况下，不小心从井盖上“压”了过

去，我儿子很着急地问我：“妈妈，我们为

什么走井盖？井盖里很危险，会被冲跑

的，你不要再走井盖上面了，好吗？”稚嫩

的声音说得我面红耳赤。书本最后，大卫

被妈妈搂在怀里，说着“大卫乖……我爱

你!”尽管他做了很多让妈妈生气的事

情，妈妈依然爱他。自从我给儿子讲了这

一页后，每天晚上睡前，他都会钻进我的

怀里，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我爱你！”

那种感觉，甜蜜又治愈。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当我们第一

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找到

了一个朋友；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本书的时

候，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很庆幸我儿子

在幼小的年纪里遇到了“大卫”这么一个

好朋友，成长路上不孤单。坚持阅读，让我

们的亲子关系更加融洽；坚持阅读，让我

的孩子变得更加自信与乐观；坚持阅读，

让我在育儿道路上更有信心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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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生” 大文章
■ 刘敬

好朋友“大卫”
■ 朱明英

《小先生》这本新近荣获第8届鲁迅文学

奖的散文集，让我感慨盈心，复又笑泪迸溅，

就像蛰伏于岁月深处的文字惊雷，在我这个

从教近28载的乡村教师心头蓦然轰响，并于

第38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情不自禁地沉

溺于一种震撼又感动、悲郁又欣慰的繁芜情

感中，一时忘了今夕何夕。

周国平先生说过，一个人的童年，最好

是在乡村度过，因为童年是生命蓬勃生长的

时期，而乡村为它提供了充满同样蓬勃生长

的环境。《挤暖和》《一朵急脾气的粉笔花》

《沿着草垛往下滑》《卷了角的作业本睡了》

《丝瓜做操》……“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

星也”的我一篇篇、一页页、一句句地读下

来，真是哭笑尽随文意，悲喜难以自禁——

熟悉的场景，鲜活的记忆，浓郁的乡情，字里

行间是满满的“心有灵犀”，满满的感同身

受，满满的牵念挂怀，以致自己刚化身为那

个挤暖和挤破了衣服却也挤出了快乐的“傻

小子”，转瞬又成了那个从斜生在河面上的

树枝上往下跳的光屁股“小泥鳅”；这会儿还

是边在煤油灯下改作业边于煤油灯罩上方

吊起铝饭盒煮鸡蛋的小先生，那会儿又摇身

变为可以就地取材展现厨艺的黑脸总务主

任……

作者庞余亮坦言：“孩子们就是我的‘靠

山’。这‘靠山’是世界上最令人放心，也是最

安全的‘靠山’。是孩子们的信任和期待，拯

救了我，让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先生’。”全

书6辑作品，近90篇文章，皆以上个世纪80

年代中期至90年代乡村教师的视角来观察、

来体验、来定格，将偏远村校那花草遍地、鸟

雀竞飞、单调、寂静、优美的自然环境，那一

届届一群群一个个淳朴又可爱、顽皮又勤劳

的农家孩子的喜怒哀乐、嗔悲忧惧等给精心

描绘了出来，还有那苦中作乐且事事操心的

老校长，那望子成龙又“拔苗助长”的孙先

生，那善抓纪律却忙于农活的老先生，以及

那些期盼孩子能够“吃字”，对先生们尊敬有

加的热情厚道的乡亲们等，共同撑起了乡村

教育与四季生活的一片天。当然，清澈纯真

而又古灵精怪的孩子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亦

恰是这些“靠山”，给了“小先生”不绝的灵

感、向善的力量与永生的希望。

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并不回避苦难、沉

重、酸楚与泪水，更没有把乡村生活粉饰为

田园赞歌，诸如少数孩子的因贫辍学，或因

狗咬、溺水而早早夭亡；学校上级名目繁多、

徒有形式的检查；家长因交不起学费，给学

校送来近三千斤冬瓜相抵……然而，这些只

是短暂闪现在乡村上空的阴影，新时代的清

风已将它们吹刮成蒙尘的记忆碎片，并让人

们在擦去泪水、告别伤痛之后，更加执著而

坚定地前行。

统观全书，作家更多的时候是以一颗未

泯的童心、从爱出发的师心与对教育的热

心，去敏锐地感知，去巧妙地发掘，去积极地

探寻，并以诗意灵动的语言加以呈现：“细声

细语的学生们在晃动着小小的头颅，多像是

一群细声细语的稻子，我的目光像一阵风，

风掠过稻子，稻子们立即安静下来。”“我幸

福地嗅着，我的眼中不是一群学生在低头考

试，而是一群苹果在这初夜的枝头上静静地

芬芳。”……类似的句段如雨后春笋，俯拾即

是，在读者心头久久漾着清甜的涟漪。

我从中读到的，是惊喜、是童趣、是脉脉

温情，也是暖暖爱意，是“捧着一颗心来，不

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是“一个灵魂唤醒

另一个灵魂”的陪伴守护——多么美好呀！

花儿与少年，相看两明媚；先生与乡亲，都有

一颗透亮的心……

致敬“小先生”，美哉大文章！

阅读，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作为一种“画出来的书”，绘本以

其主题明确、结构简单、故事有趣的特

质，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了孩子们的阅读

世界。那么，父母该如何给孩子选择合

适的绘本，并更好地陪伴孩子畅游书海

呢？儿童文学作家梁英在《如何陪孩子

读绘本》一书中，从家长的客观诉求出

发，结合自己多年与女儿共读绘本的经

验，围绕培养孩子的阅读力、想象力、创

造力等多个维度，梳理出了一套兼具实

用性和趣味性的方法论，探索绘本阅读

的无限可能。

在有些家长看来，绘本不过是薄薄

的几张纸，除了大篇幅的配图，文字根

本没几行，知识量少得可怜。对此，梁英

认为父母要放低姿态，重新拾起久违的

童心，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世

界。事实上，图文简洁的绘本，除了能让

孩子欣赏到大量艺术上乘的图画，还能

让孩子在单一的叙事线里，感受到不同

事物之间的内在逻辑，形成一个绘声绘

色的内容闭环。

“在哪里？我的小熊在哪里？找呀

找，找来找去找不到……”梁英以《小熊

在哪里》为例，论述了绘本有着叠罗汉

一般富有韵律的语言特点。孩子喜欢充

满稚气的语言，像诗歌、童谣一样来讲

述故事，对提升孩子的语言能力很有帮

助。

此外，梁英表示，好的绘本应该充

满想象力，“想象力不是什么神秘的东

西，它是可以培养的，看你提供给孩子

什么样的阅读材料。”她在陪女儿看完

《打瞌睡的房子》后，会引导女儿开动脑

筋，想出“爱吃冰激凌的房子”“爱看书

的房子”“想搬家的房子”等有意思的题

目，并捡取一两个喜欢的题目，共同创

作出属于自己的绘本。

在梁英看来，绘本里蕴含的深意，

需要孩子在某个时刻自行顿悟，而不能

讲透。但遗憾的是，现实中有部分儿童

文学创作者，已经习惯了帮孩子们写明

读后感悟，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只要

记住答案就行了。“我们的孩子常常被

教育得不会自己动脑思考，其中很大一

部分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沿用的教育

方式都是说教型的。”梁英在和女儿阅

读《失落的一角》时，没有解释绘本想要

表达的意思，而是尊重女儿所看到的童

趣，“剩下的东西就让她到了一定年龄

再去体会吧。”她建议父母在陪读的时

候，最好不要过于强调所谓的“中心思

想”，而是用开放性的问题，引导孩子自

发想象。

对于孩子而言，绘本就像一处清新

生动的园子，“花会说话，蚂蚁们在快乐

地交谈，甚至一片不起眼的小树叶，也

是有思想有情感的。”梁英认为，真正契

合心灵的教育应该是让孩子走向自然，

在自然中发现生命的美好。为此，她有

意识地创造女儿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

机会，女儿的很多小诗灵感正是来自于

此，如去海边旅行，女儿写出《旅行》：我

去海边旅行/发夹跟着我去旅行/沙子

到我头上旅行/爸爸在家里想着我/在

梦中旅行。

梁英还从专注、品格、审美、想象、语

感、智慧等方面，总结了科学阅读绘本的

六大“奇效”，并整理出一份适合0-12岁

孩子的中英文阅读书单。另外，对于“买

书看还是借书看？几岁开始读四大名著？

孩子不爱阅读怎么办？”等家长关心的问

题，书中也给出了独到的见解。

有一种陪伴叫“亲子共读”，而呵护

好童心，自己先要有一颗“童心”。用心

播撒，用爱浇灌，静待花开的路途中，或

许会出现更多欢乐与惊喜。

昨晚一个人去电影院看了新上映的《妈妈》，

整场热泪滂沱、抽噎不止，弄得隔壁座的陌生大

叔一直忧心忡忡地转头看我。

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一直相依相伴平

静生活的母女，忽然在某一天，65岁的女儿被诊

断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健忘、失智、幻听幻视、

自我伤害、行为完全退化。85岁高龄的老母亲，

毫不犹豫地扛起了照顾女儿的重担，拖着自己老

迈的病体，重新化身守护天使，照料起女儿失序

混乱的日常。但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在向观

众展示年老、衰弱和病痛时，极其克制，但在呈现

亲人之爱、人生之痛、生命之坚韧时，却汹涌澎

湃。

女儿和母亲在退休前都是老师，她们有整洁

舒适的家，四季如春的院子，规律而体面的生活。

65岁的女儿冯济真是一位老师，一辈子独身，不

苟言笑，外柔内刚，她细心照料母亲的生活，整理

父亲的考古日记，如果不是因为患病，她大抵会

守候母亲终老。85岁的母亲则恰恰相反，她穿戴

别致，优雅开朗，言辞有趣，早餐喝咖啡，睡前饮

啤酒。女儿不许她爬梯子拿书，在书架边贴上“爬

高会摔死”的便签，她回敬“不爬高也会死”。雨后

的窗外，草木青碧，鸟语花香，两人各执一书在窗

边阅读，说不尽的岁月静好。但这一切被女儿的

病打破。

第一次发病是在女儿冯济真做清洁义工的

湖边，一片落叶缓缓落入湖面，飘晃的光影，回荡

的车流和人声，这影绰不明的一切，都让女儿恐

惧，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确诊

后，她并不直接告诉母亲，而是像安排后事般冷

静处理生活里的一切，为自己购买保险，将全部

存款转给母亲，她要确保自己完全失智后，母亲

的生活有着落。获知女儿病情后的母亲，老泪纵

横，那心酸又疼惜的眼神，道尽了人性的慈悲与

坚强。她坚定地告诉女儿：“孩子，你不要怕。每个

妈妈都是母狼，保护幼崽是天性，我会保护好我

自己的小孩，你要相信我。”85岁高龄的母亲，自

此开始了用爱的本能和顽强的意志力与生活灾

难抗争的生活。

患上阿尔茨海默症无疑是场人生灾难，它由

健忘开始，忘记关水龙头，忘记换拖鞋，到情绪的

低落，变化无常，直到后面开始出现幻听和妄想。

女儿冯济真无数次看见年轻的父亲，父亲教她跳

舞，父亲在给学生们讲课，父亲被她关在门外，父

亲站在院子的光影里……原来，当年，承受完时

代打击的父亲回到家中时，年少的冯济真以为父

亲是坏人，没有给父亲开门，后来父亲投湖自尽。

她一直觉得自己是杀死父亲的凶手，背负着对父

亲的愧疚，一生都过着清教徒般自我惩罚的生

活。清醒时，女儿不会跟任何人谈起这些，但当她

失智，内心的理性失去对她的束缚时，她主动讲

起一切。她说，宁愿自己去死来换回父亲，听得母

亲肝肠寸断。原本被女儿悉心照料了20年的老

母亲，包办起一切家务。她做饭、哄女儿吃药、带

女儿运动、陪女儿去水族馆，为了让内急的女儿

赶紧进屋入厕，老母亲麻利地用锤子砸烂玻璃翻

窗进屋开门，在大雨中无助地忍受女儿的吵闹，

半夜不睡，满街寻找跑出去的女儿……为了能让

老迈的身体能承受住这一切，她挤出时间锻炼身

体。在别人眼里，这简直无法持续展开的生活，在

老太太的肩上稳稳地支撑了3年，以及其后我们

所无法知道的许多年。

影片最后，母女相拥着站在被潮水不断冲刷

的沙滩上，一起面对着她们最爱的大海，也一起

面对着无法预知的未来。早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

一句话：如果病痛可以代替，医院一定挤满了妈

妈。这句话也恰当地形容了这部片子带给我的感

受。世间的爱有万千种，母亲对子女的爱，绝对是

最深沉最厚重又最无言的那一种。任何年纪，只

要有妈妈在，你永远还是孩子。

《小先生》

庞余亮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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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020166480

献给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献给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 冯娟

《妈妈！》

导演: 杨荔钠
编剧:杨荔钠
主演:吴彦姝 / 奚美娟 / 文淇 ……
类型: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
观
影
】

《如何陪孩子读绘本》

梁英 著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ISBN: 9787220125515

用“童心”呵护童心
■ 刘学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