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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早上，天刚蒙蒙亮，睡意
迷糊中的我，被一阵轻微的

节奏声吵醒。看到在连着卧室的书房里，
先生正端坐书桌前，两眼紧盯电脑，啪啪地
敲打着键盘。看他一副神色凝重、疲惫不
堪的样子，不知又发生了啥“天塌下来”的
大事，让他如此焦虑不安。

正想起身问他，他突然异常高兴地从
书桌前跳起来，并大呼：哦，原来如此！

他的一声大呼，把我的迷糊变得彻底
清醒了。立刻起身问缘由。

原来，他昨天晚上想给在国外求学的
女儿定回国机票，但忘了女儿所有考试结
束的时间。于是就在网上查询，女儿参加
这种类型考试的各科考试时间。不查不知
道，一查，他吓一跳，发现女儿刚刚考过的
几科时间，有的和网上说的时间有出入。
于是，即使他知道在地球上另一个纬度的
女儿正是上课时间，他依然发信息去问，是
不是把考试时间弄错了。女儿上课时间不
开网络，所以没有及时回复他。

没得到女儿回复，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通过各种网站，查找各科考试的准确
考试时间，查到夜里一点半，网上说的时间
和女儿刚考过的时间依然有不一致的地方。

夜里一点半才离开电脑的他，在床上
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他担心女儿报考的考
试类型错了，或者考试科目选错了，或者女
儿把时间弄错了。各种担心让他焦灼不
安，深夜不寐。

早上5点钟又爬起来，继续在网上查，
他刚刚在“知乎”上查到，他昨晚在网上查
的考试时间是国内参加这种类型考生在国
内的考试时间，而女儿是在国外，考试时间
是有差异的。正当他终于长舒一口气的时
候，女儿的微信也回复了他。女儿很诧异，
也略有些不满：我都18岁了，莫非我连个
考试时间都弄不清楚？

弄得自己焦虑一晚上的先生，不但“瞎
操心”的自我折磨，还“瞎操心”的让女儿有

不被信任的怨怼。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这种“自作多

情”的过度关心，真的有必要吗？
先生这种“自作多情”的焦虑，让我想

起，昨天一个朋友跑来找我诉说的烦恼。看
到她消瘦的脸颊和深陷的眼窝，足以感受到
她被这“烦恼”折磨到怎样揪心的程度。

朋友帅气的儿子，年方18，已经接到两
个国家的两所大学录取通知，一家人商量好
儿子选择念某国的大学。可是这段时间儿
子偶然认识了一个年长一岁，已经就读另一
个国家的一所名校的学霸美女，两个孩子互
生爱慕，所以儿子改变主意，坚决要选择去
学霸美女就读的国家读书。朋友苦恼至极，
觉得18岁的年龄，还很年轻，稚气未脱，哪里
懂得爱情。现在该是全身心读书的年龄，沉
迷于感情之中，这会毁了他的一生。加上女
孩子是学霸，自己的儿子没那么优秀，他迟
早都会被学霸美女“抛弃”。女孩子比她儿
子大一岁，也不太合适。

听了她天天跟儿子吵，天天折磨着她
寝食不安的这个烦恼，我不禁哈哈大笑。
18岁对我们那个年代而言，或许只是一个
小屁孩的年纪，但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新
时代？18岁早就不意味着幼稚了。他们爱
对了是爱情，爱错了也是青春，也是成长。
18岁已成年，他理当为他自己的选择承担
起责任。儿子读的这所大学不比学霸美女
的这所大学差，有学霸带着儿子，有优秀的
女孩引领和督促，他应该会更上进。即使
有一天真的被优秀的女孩“抛弃”，打击只
会带给他更强的动力。女孩比男孩大一
岁，年龄在当今这个时代还是个问题吗？
何况他们尚且如此年轻，离未来组建家庭，
还是一个多么遥远的事情。

朋友跟我先生一样都是喜欢“瞎操心”，
对孩子的一切行为表现得“过度”关心。

对孩子关心过度，也会形成一种过错
型伤害。心理学界有一个“三代形成心理
疾病”的说法，就是家长事事对孩子大包大

揽，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导致孩子在将来
的生活工作中，表现出各种心理问题。从
家长方面来说，也因为过度的关心产生不
必要焦虑，影响到自己的心情，该做的事做
不好，还导致矛盾产生。

两个孩子都是18岁左右的高中生，高中
阶段是在各方面进行探索、尝试并面临走向
独立生活道路的塑形时期，智力和个性都将
获得高度的发展，从而产生独立自主的需
求。高中生自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行为、情
感及道德评价的方面，在行为上，他们要求
独立决定涉及个人的各种问题，希望有一定
的行为自由；在情感上，他们希望能独立体
验和选择个人喜好；在道德评价上，他们希
望能以自己的评价标准为依据，独立评价自
己和他人的行为及社会事件。

所以在自治需求下，他们对父母的依赖
减少了，而反抗情绪却增加了。他们希望父
母将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来对待，反对父母
对他们过多的干涉，他们希望能与父母站在
同等的位置上探讨和决定某些问题，希望能
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自己的选择。

经常听到身边家有青年学生的父母的
感叹，人到中年，身体不如以前，职场压力
也大，更重要的是孩子越来越不听话，让自
己焦虑到头发掉、心情烦、睡不着、吃不好。

其实，我们了解到这个年龄段孩子的
生理和心理特点，理解他们、尊重他们、信
任他们，在高中这个个体成熟之前所度过
的最后这个阶段，让他们去体验自治需求
带来的成功也罢、失败也好，这都是他们未
来人生路上非常宝贵的财富。

为“自作多情”烦恼的父母们，需要放
下那些毫无意义的担心和焦虑，控制自己
总是放不下的那颗心，努力做好自己该做
的事，成为一个健康、快乐、向上、给孩子温
暖怀抱的父母，孩子才会成长为我们希望
的积极、阳光、不怕挫折的人。

（作者单位：两江新区教育管理中心）

这里，叫大井巷，是重庆解放碑众多巷
子的一员，因先辈曾在此掘井七口，其中一
井特大而得名。

这里，有一所与共和国几乎同岁的幼
儿园，它大名鼎鼎，桃李满天下。

这里，每天琴声悠扬，每天欢声笑语不
绝于耳。

这里的老师，清一色幼儿师范学院毕
业。个个能歌善舞，人人都有所长，她们爱
心接力，薪火相传，为幼教事业奉献出了全
部青春和智慧，使这所幼儿园大放异彩。她
们中有一位老师特别优秀。她擅长音乐教
学，让音乐走进童心，寓教于乐，寓教于趣，
寓教于学，寓教于思，陶冶情操，启迪智慧，
净化心灵。晨操走队列，她弹《运动员进行
曲》，让孩子们精神抖擞锻炼；朗读时，她弹
柔情似水的《情深深雨蒙蒙》；午睡前，她弹
《摇篮曲》，让孩子们很快入睡；起床，她弹
解放军战士的起床号，孩子们闻号起床，并
很快完成了穿戴、叠被、到指定地点集合的

动作。特别有意思的是，她研创的主题音
乐故事会。先让孩子们围坐一圈，她先弹
一首曲子，然后让孩子们依次讲一个与音
乐有关的故事，最后进行讲评和奖励。如，
她弹一首《二泉映月》，孩子们就依次讲一
个“月亮掉进井里啦”“中秋月圆”“嫦娥奔
月”等故事，之后，进行讲评奖励，很受孩子
的喜爱。

她在幼教这个岗位上整整工作了28
个年头。由于长期的工作经验积累，她练
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凡是刚入园的孩子，她
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孩子入园前是保姆带
的爷爷奶奶带的，还是外公外婆带的父母
自己带的。从而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她
说：“别看都是同年的孩子，相差3个月，性
格等特征差别就很大，男生和女生也不一
样。而保姆、爷爷等和父母带大的孩子更
是迥然不同。”因此，她针对每个孩子都专
门单独设计了一套教学方案，这样做，工作
量加大数倍，很辛苦，但针对性强，效果特

别好。她觉得，家长把孩子交到自己手上，
等于是把信任和希望全部交给了我们，而
这份嘱托重逾千钧！因此把每个孩子教育
好培养好，既是责任也是使命。

她的班上曾经有个小男生，性格古怪，
脾气暴躁，稍不如意就拍桌子摔凳子，再加
上个子高，力气大，常欺负其他同学，同学
们都很怕他。她多次批评教育，效果不
佳。经进一步做工作了解到，这个男孩子
是单亲家庭，一直是母亲带大，母亲对他百
依百顺，宠爱有加，这样就养成了他“霸王”
和“骄横”的性格。为此，她夜不能眠，在查
找了中外著名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培养教
育孩子的大量典型事例的基础上，针对这
个男孩设计了一套教育转变个案，就是“特
殊关注表扬鼓励法”。通过孩子的点滴进
步，抓住时机，大力进行表扬，充分肯定，热
情鼓励。很快，这个孩子像变了个人似的，
自觉遵守纪律，积极抢着发言，抢着干脏活
累活。由于这个孩子数学好，老师让他当
上了小老师。从此，更加认真努力，后来考
进巴蜀中学，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

这是转变“霸王”孩子的。还有转变
“胆怯”的，“害羞”的，“好动”的，“好哭”的，
“狂躁”的，等等，不一而足。她说：“幼教老
师就是一缕阳光，关注、观察、培养每一个
孩子良好的习惯，纠正他们的不良习惯，让
阳光照亮每个孩子的心灵，送她们起航远
行，健康成长，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和幸
福，苦累和所有付出都值了”！

这所获得过各种荣誉的幼儿园，就是
重庆市公安局幼儿园！这位获得多种奖励
的市内骨干教师，名叫冯专！

大井巷，那飘荡了70年的琴声更加悠
扬！笑声更加欢畅！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草叶情思
在檐滴声中醒来
睡意被抛到九霄云外
我愿是一片草叶
享受这春之厚爱

享受这春之厚爱
沐浴中除去点点尘埃
我与千万片草叶
瞬间就绿到天外

瞬间就绿到天外
把那美好的时刻等待
让旭日万道光焰
消解了我的存在

我是片草叶，春雨中苏醒
畅饮着醇醪，唱出了心声
（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

生日蛋糕像一幅彩色地图
错落有致的山城，与枝繁
叶茂的盆地，手足生辉

每年多出的那一根蜡烛
多像岁月旁逸斜出的一束光
活出个样来不负时光不负卿

许个心愿吧！让夜的口袋
收走所有的艰难困苦，继续
马不停蹄行走。春光
不老，归来还是年少的模样

传唱了千万年的生日快乐歌
还那么高亢飞扬。今生的遇见
是缘分的天空盛放的花朵
也是你我最长情的表达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自作多情”的烦恼
羊子

城/ 市/ 漫/ 记

大井巷，那欢畅琴声和笑声
郭晓庆

诗/ 绪/ 纷/ 飞

山城巷（外一首）

我在山城巷游走
满墙的昔日风貌
不由得恍兮惚兮
穿越时光隧道

我在山城巷游走
混迹于打卡之众
似乎也风尘仆仆
一切都新奇陌生

我在山城巷游走
忽然间阳光照耀
对岸是巍巍南山
脚下是长江大桥

昔日已一去不返
哪怕你梦绕魂牵

生日快乐

蒲苇

万龙生

重庆晚报副刊
月度好稿奖
（2019年5月）

标题 作者 发表时间
桥缘 王福梅 5月1日
大地芬芳 糜建国 5月6日
疼痛的差异 李燕燕 5月9日
枇杷好吃膏难熬 吴维 5月27日
红楼仍是梦 刘冲 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