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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上午，我接到儿子学校打来的
电话，说是语文课本忘了带，让我送过
去。开学以来儿子已经丢三落四过很
多次了，早晨出门的时候我还嘱咐让他
好好检查一下书包，没想到还是把课本
落下了。而且，老师也说儿子上课确实
注意力不够集中。

晚上下班回家，我和妻子讨论。妻
子说她在单位也和同事聊了这个问题，
发现原因在我们身上。“可能是我们没
有给孩子创造一个让他注意力集中的
环境。”妻子看着我说。

晚上，儿子写作业，我和妻子便没
看电视，她看书，我练字，儿子写作业。
很神奇，儿子这天的作业写得特别快，
一点儿都没走神。

不过，天天这样盯着也不是个事
儿，于是我在他渐渐能够保持一定的注
意力时，跟他约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
内写完作业，我就陪他下几盘象棋。以
前儿子能在睡觉前写完作业就不错了，
没想到现在能提前两个小时完成作业。

惊讶之余，我开始进行下一个步
骤，巩固儿子的注意力。每晚我们三个
人都朗读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然后出
题考其他两位，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便
罚。原本以为儿子不接受，没想到他却
挺喜欢。

渐渐地，我明白当初妻子说得没
错，许多孩子的注意力都不集中，真的
是家长的错，我们没有了解他们，没有
走进他们的世界，没有对他们进行有价
值有意义的陪伴，所以他们才会想出各
种办法来吸引我们的关注，最后形成注
意力不集中的后果。因此，想要拉回孩
子的注意力，就要从家长自己做起。

给孩子一个
注意力集中的环境

这几天一位太极运动业余“爱好者”和
一位“准专业”的自由搏击选手的“打戏”吸
引了超乎寻常的关注。这本是民间的“私
斗”，但是借助互联网媒体，居然引起了各
大“武林门派”之争。这是一场“唱戏的”和

“看戏的”互动得最好的一场“秀”，竟然有
人还为此生了气，当了真！

我也是一位热爱太极和自由搏击多年
的伪拳迷。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小说我读
过无数遍，无论是MMA（综合格斗）还是
UFC（无限制格斗）比赛，我打开电视根本
就关不了，大学到现在太极拳老师跟过不
下8位。

太极拳能不能实战？回答是肯定的，
太极拳作为一个拳种肯定是能实战的，但
真正能打的人确实不多，成为技击高手的
更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人其实是练太极
操，或者只是太极拳公园江湖的爱好者。

太极拳原本不是为了技击而创造出来
的，它是用拳来阐述太极哲学思想的一种
运动。技击只是太极拳中的一部分，绝不
是全部。太极拳用拳术来体会阴阳变化，
虚实转换，动静结合，上下相随，舍己从人
……真正的太极高手每次走架、推手和散
打练拳就是在活动身体的同时，反复揣摩
体验太极哲学思想。

至于要把太极拳练到“一羽不能加，蝇
虫不能落；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英雄所向
无敌”这样的神技之人，乃百年不出之奇
才，少之又少，仅有杨露蝉、孙禄堂等少数
先辈才有。而且如今的太极拳竞技也基本
上沦入了“以壮欺弱、慢让快、有力打无力”
蛮力之争了。但今天吹嘘自己太极神功的
大有人在。太极拳确实是好功夫，真功夫
都是靠时间和勤奋练出来的。再说如今，
会点武术的男人有几个不吹嘘的？

人人觉得太极是四两拨千斤，此四两
是太极的四两，非蛮力四两。这是一种修
为，天下能真正修到太极四两的人几乎没
有。

至于公园太极，本身是一种“早锻炼文
化”，嘻嘻哈哈的在一帮老头老太里鹤立鸡
群一下，切磋交流，最后在众多老头老太羡
慕仰望的眼神下，扬长离开，回家多喝一口
酒。尽管说有点“拳打南山养老院，脚踢北
海托儿所”的豪气，但是老有所乐，多好啊，
干吗一定要说人骗啊？这是人家沉浸在自
己的意淫中的江湖文化而已。

总之呢，太极拳是肯定能打的。至少
练过的人和没练过的人还是很有差别的，
拳打不识，毕竟街斗中，高手并不多。练太
极的最大乐趣不是来自争斗，而是从争斗
中感悟太极。冷兵器时代早结束了，太极
拳更应该是文化乐趣。

这场“打斗”是否公平？说实话，这是
一个典型的由斗嘴引发的街斗，连普通的
比赛都称不上，既没有技法也没有观赏性，
唯一的特殊之处是围观群众特别多，而且
吃瓜群众起哄希望看更大的戏，起哄到后
来上升到太极能不能打，武术是否有用，传
统文化是否有作用。

太极拳不是为了搏击而生，但现代自
由搏击第一天就是为搏击而生的。如果真
的为了打斗，自由搏击确实进展速度来得
快，效果明显。但如果你希望50岁以后还
能打，还有乐趣，那太极可能是最好的选
择，一般来说50岁以后，练自由搏击的人
基本只能坐在看台上“遥想当年”了，因为
那时速度和力量已经不太行了，而太极讲
究柔性技巧，练到 50 岁以后也许正当壮
年。

一场街斗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更何况
用自由搏击的搏击能力去和太极拳的搏击
比，规则不一致，根本无从谈起，这就好像
一定要拿篮球的进球数和足球的进球数相
比，说足球不如篮球，这是拿鸭和鸡比。如
果是比赛，规则就得先设定好，今天连斗蟋
蟀都要先称体重。

一切运动都有自己的乐趣，自己的规
矩。击剑原来是欧洲早期的决斗之术，剑
术决定生死，现在仅是一项体育项目；现代
文明里，拳剑刀棍基本就都是一种运动乐
趣。在枪炮甚至导弹、核弹面前，一切武功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所以，今
天练武之人，与其在武功当中求胜人，不如
在武功当中求胜己。

马云:练太极
练的是修为

记得以前和朋友去看电影，本来打
算去看一部评价很高的犯罪片，但是朋
友不同意，坚决要看一部在豆瓣上评分
很低的爱情片。不管从内容剧情上看，
还是从口碑好评上看，都应该选择那部

犯罪片，但是她还是不为所动，就是拒
绝。后来我才知道，她当时也想看这部
犯罪片，只是由于每次都是我说看什么
就看什么，从来都是她迁就我，所以那
一次她就想着让我放弃自己的坚持，迁

就一下她。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情

况，有的人并不是在想法和观点上与你
产生了对立，而是在情绪上排斥你、拒
绝你，而当一个人和你在情绪上产生对
立时，是无法接受和理解你的观点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话，父
母说的和朋友说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因
为当父母在说话时，你首先就会产生对
立的情绪，觉得他们又在干涉你的生活
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话你都不会听进
去，而朋友在提供建议时，你是没有对
立情绪的，因此愿意客观地思考问题，
接受对方有用的建议。

因此当你感受到对方有对立情绪
时，要做的不是好好表达自己的观点，
据理力争，而是试图倾听对方反对和拒
绝后面的感受和需要。在《暴力的沟
通》里提到，一个人产生对立情绪的背
后其实是他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譬
如你会经常听到你妈在耳边唠叨抱怨

“你看你的房间，成天弄得跟狗窝似
的”，如果你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只是以
为你妈又开始没事找事了，但是如果你
能够站在你妈的立场上体会她的感受
和需要，就会发现，她之所以抱怨，或许
是因为做家务很累，她希望你能够帮她
一起做。

一旦你把焦点放在对方的感受和
需要上的时候，就不再有受伤或者生气
的情绪，便不会再说出激化矛盾的话，
而是专注于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别人的拒绝
而受伤，因为别人的反对而生气，但是
不管自己是一颗玻璃心摇摇欲碎，还是
满腔怒火口不择言，都无法使得我们达
到真正的目的，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加
糟糕。而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体会别
人未被满足的愿望和需求上面时，便不
会再受伤或生气，而对方感受到你的用
心倾听后，也会放下对你的情绪，开始
好好交流。

听人说话还得听得懂情绪

也许与不吸烟、重保健有关，已过
古稀之年的王学圻，精神矍铄，看上去
要比实际年龄年轻。

一年前，王学圻获颁控烟大使聘
书，有人说，王学圻之所以被标上“控
烟大使”的符号，与他稳重大气、健康
乐观的气质及态度大有关系。当然，
前提是他平时排斥烟草。

王学圻年轻当兵时，一个班每星
期开班务会，总会有老兵扔给他烟。

“但是我呢，白扔给我也不会抽。
有时候点着以后我抽也是瞎抽，所以
他们最后就不给我了。”王学圻坦陈，
那个阶段他也抽过烟，然而最终没真
正学会抽烟，更甭谈上瘾。

步入影坛当演员，接触同行抽烟
是无可避免的，何况有的角色就是抽
烟的。

早些年，在电影《相伴永远》中，他
饰演原国家领导人李富春同志。由于
李富春同志烟瘾较大，作为一个平时
不抽烟的人，演起来就不那么容易。
烟不离手，一边做报告一边抽烟，还一
根火柴接一根火柴，要装得像。尽管
拍片时抽了不少烟，但还是没学会抽
烟。

“演艺圈内抽烟的不少，有的同事
抽烟副作用明显，他们也想戒，但这个
戒烟也难啊。扔了无数个烟碟，砸了
无数个打火机，撕了好几条烟，最后还
是捡起来又抽上了，真有这样的。”王
学圻感叹。

有的录音师烟瘾大，录着录着人
就不见了，王学圻问干吗去了？原来
他们实在受不了，憋不住了，外面抽根
烟。有时王学圻出去一看，寒冷的冬
天，他们在外面瑟瑟发抖，就是为了抽
口烟。有的还说是为了提提神、激发

灵 感 、刺 激 一 下 。
“我觉得未必烟能够
带来灵感，这样的话
那咱们也不用研究
了，几根烟就完了是
不是？吸烟真的是
在吸‘毒品’。”

当上控烟大使
后，有一次，王学圻
饰演一个上海滩的
青帮老大，那是正经
要抽雪茄的角色。
可是王学圻说不能
抽，希望导演能够重
新设计。当时旁人
也表示不解，青帮老
大怎能不抽烟？那
也太不像了。但王
学圻坚决说不能抽，
因 为 他 是 控 烟 大
使。事先剧组给他准备了很多好的雪
茄，最后他连碰都没碰。

“我记得我上初一、初二的时候，
抽过烟，就是拿烟模仿大人，也点着
了。因为小孩就是这样，好奇，看大人
们吃饭抽个烟、上厕所也抽烟，就跟着
学。像我这样笨的就没学成，那个年
龄段真是好奇心很强。”

同样，电影中的抽烟镜头也可能
会引起青少年模仿。王学圻认为，就
要像教育孩子过红绿灯一样，教育他
们不吸烟，因为这个年龄段特别会模
仿，如果不去引导，长大后迷迷糊糊成
为了烟民，再想要改就难了。

王学圻如今已经70多岁，更加意
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他买回了哑铃、
拉力器，把卧室改造成了健身房；窗台
上放了几盆藤蔓植物，使房间绿意盎

然；买来老式播放机，让音乐充满房
间。

每天早上起床后，王学圻先是做
十分钟的仰卧起坐和俯卧撑，接着做
十分钟的手臂拉力锻炼，最后是抱着
花盆深蹲。半个小时后，王学圻会洗
个热水澡，在柔和的音乐声里，看剧
本、背台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的
生活真是“赛过活神仙”。

有人说演员的职业，就是如果“突
然有一天你觉得一年没人找你拍戏
了，就是你已经退休了。”

对此王学圻的理解是，他一直在
努力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虽然演戏
是一件辛苦又耗心思的事，但他乐在
其中，“想想别人在这个年纪都已经含
饴弄孙了，我还能为自己喜欢的事业
继续在奋斗着，还能演着自己喜欢的
角色，这也是一种幸福和美好啊。”

王学圻：无烟的生活才美好

当孩子笑脸盈盈地跑向你，你说自
己玩去。当孩子泪流满面拉着你衣角，
你说有什么好哭的。当孩子摔倒了，你
说要学着勇敢，学会自己成长。你可以
花十分钟给孩子讲大道理，却舍不得花
一秒钟蹲下身抱起他。其实，对于孩子
来说，妈妈的拥抱才是胜过一切的良

药。
伦敦大学医学院的丽贝卡·斯莱特

博士做过一个关于“拥抱止痛”的测
试。59名婴幼儿在打针之前，一半给糖
水喝，另一半给白开水喝。打针时喝糖
水的宝宝面部表情明显比喝白开水的
宝宝更放松，但大脑测试对疼痛的反应

依然很强烈。而将喝糖水换
成妈妈的拥抱，宝宝放松的
时间更长，疼痛反应也相对
减弱。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糖水只能转移注意力，而拥
抱会真正缓解疼痛。

可见，妈妈的拥抱果然
比世界上最甜的糖还甜。

在医院，我的女儿暖暖
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其他小朋友哭闹撒泼的时
候，暖暖就安静地在我怀
里。无论打针吃药输液，她
有时也会哭，但配合度都很
高。甚至之前做手术，都比
我想象的坚强很多，我相信
这就是拥抱的力量。

“看人家小姐姐多勇敢，
你哭什么哭！”每当有妈妈牵
着哭花脸的孩子把暖暖当成
榜样的时候，我都想对她们
说，你先抱抱孩子啊！其实，
在妈妈怀抱里的孩子才会是
最勇敢的。

我们常被告诫，对孩子
不能给太多。抱多了会抱坏，爱多了会
宠坏。但我们有没有真正想过，什么才
算多什么才是少呢。

教育家孙云晓给出过一个量化标
准：一个孩子一天需要4次拥抱，才能存
活；8次拥抱才能维持；16次拥抱才能

成长。扪心自问，不妨算一算，你欠了
孩子多少个拥抱呢？

夜哭，你忍着不抱，怕他养不成良
好的睡眠习惯。伤病，你忍着不抱，怕
他养不成勇敢坚强的性格。撒娇，你忍
着不抱，怕他“娇生惯养”未来不独立。
孩子的世界才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你
给够了，他自然不会再索取。哪有那么
多抱坏的孩子，有的只是数不清的缺爱
的大人。

一岁之前，孩子根本分不清你我的
概念。在他们看来，你是他的一部分，
他渴望拥抱，就像你希望自己肢体健全
一样。

一岁之后，孩子逐渐有了自我意
识。他想要探索，又不愿分离。每一次
拥抱，就像种子从泥土中吸取能量一
样。

三岁之后，孩子就要独立面对世界
了。每每回头，他希望你的怀抱就在那
里。因为这是他依恋的安全港湾，可以
为他避风挡雨。再往后，孩子已不再是
孩子。这时，拥抱会变成你和他之间的
一道沟通桥梁，用来传递彼此的喜怒哀
乐。

时间是这世上最厉害的魔术师，从
你烦恼孩子如牛皮糖一般缠着你要抱
抱，到你像牛皮糖一样缠着孩子要抱
抱，只是一瞬间的事。你真以为自己还
能抱孩子多少年？做父母是有期限的，
别等着过期了再来后悔。

你欠了孩子多少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