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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乍寒的雨天，送女儿去北
京上学，站台上，看着女儿拉着行李
箱渐行渐远的背影，心里百感交
集！临上车，女儿回头朝我嫣然一
笑，做了个胜利的手势，我欣慰地笑
了：吾家有女已长成！

说起女儿的成长，我非常骄傲，
用一个词来概括我真实的想法，就
是放心。记得女儿9岁那年，我们将
她从镇上的中心校转至实验小学。
当时我有点担心，首先是无人接送，
我和老公都在乡镇的学校工作，每
天很早就得从丹阳去乡镇，无暇顾
及她。从家里到学校要经过6个交
叉路口，有大概2公里路程，并且路
途中还有女儿特别害怕的狗。爷爷
奶奶在家务农，也不能接送。其次
是学习，当时听说城区的教育教学
比乡镇要难得多，担心女儿刚转学
不适应，会影响她的心理。带着忐
忑的心理，女儿开始了她新学校的
学习。每天晚上回家，女儿展现在
我眼前的都是灿烂的笑脸，向我说
着各种开心的事，渐渐我放心了。
有一次我在城里学习，可以送她上
学，但女儿坚决拒绝了。我看着女
儿坚持的模样，也就随她了，但心里
有点好奇，为什么丫头不要我送
呢？在女儿走了一会后，我就骑着
自行车跟在后面，悄悄地追了过

去。在南门老街上看见了她的身
影，她一边走，一边左右看着什么，
很紧张的样子。忽然加快步子向旁
边躲闪，怎么回事？我仔细一看，原
来街旁商家的一条狗出来了，女儿
一直站在街旁，等那条狗进去了才
加快步子向前走。我明白了，女儿
不要我送她，是怕我看到她的样子
担心。我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子流
了出来。晚上回家后，我问女儿：

“今天上学开心吗？在路上遇到什
么事了吗？”女儿的回答依旧很灿
烂，一切皆好。我又故意问：“遇到
狗了吗？”丫头没说话，我抱住了她
……丫头安慰我说：“没关系的，妈
妈，遇到了我就等狗走了再走，实在
不行，我就请旁边的叔叔阿姨帮
忙。”——懂事的丫头，妈妈为你骄
傲！

在实小的一年，女儿不但自己
上学，三门课还有两门免考，一门满
分，让我那年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我想，女儿的成长，与我的“放手”有
关。很小的时候，我就让她自己能
做的事自己做，而且无论什么事，一
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让自己
满意，同时提供很多机会放手让她
自己尝试。而今，女儿已在北京求
学，朝着自己预定的目标又开始了
新的努力。

吾家有女已长成
南门幼儿园 潘新华

我为自己插上翅膀
蒋墅中心校 高腊凤

我们班的学生来自各地，学
生学习习惯、卫生纪律都很差，
学习成绩、品质行为程度参差不
齐，给班级管理、德育工作带来
了极大的困难。苏霍姆林斯基
曾说过：“要通往儿童的心理，并
不是经过一条洁净平坦的小路，
教师在路上要经常用心做拔除
野草的事……”对照此箴言，在
自己选择的三尺讲台上，我始终
带着三颗心，默默践行自己的教
育誓言。

一颗诚心：以德治人

小苏同学，人很聪明，思维
能力极强，常能举一反三，学习
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可是他偏又
是不安分的一个——坐得累了，
就会乱动起来，或者小手开始摆
弄东西，玩玩橡皮玩玩尺子……
作为教师，面对这样的捣蛋鬼，
起初，总想以强制硬，镇住孩
子。偶然的一次阅读，“只有当
自己不断地致力于自我教育的
时候你才能教育别人”这句话打
动了我。于是，我改变策略，变

以前班会课批评学生为号召学
生找老师的毛病，批评老师教育
方法的不足和漏洞，如果学生说
得的确有道理，老师当面认错，
还请学生监督改正。这下可激
起了那几个捣蛋孩子的“挑战
欲”，他们毫不客气地给老师提
出了毛病，我一一接受，还写下
了书面保证，其中请小苏做监督
员。学生们不禁对面前这位老
师另眼相看起来——老师这种
谦虚、平等的态度逐渐使学生认
识到孰能无错，错了并不可怕，
改错也并不困难。从那以后，淘
气包们慢慢地变了，老师的要求
慢慢也照做了……让学生在“教
育老师”的自豪中实现了“自我
教育”，班风班纪有了很大的转
变。

一颗爱心：以德转化

蒋正凯转学到我班，身高一
米六的他是班里最高的学生。
虽然转到新学校，但他并没有改
掉爱动手的坏习惯。打架时他
自己不出面，而是指挥别人去

打。有时他还向同学要钱去上
网，上课不听讲还总闹事，让老
师们很是头疼。上半年，学校成
立“八小丫 八小伙”。同学们选
他，我想，也好，可以改变他不良
的习惯，就给他一次机会吧。他
看着同学们羡慕的眼光，第一次
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暗暗下决
心要做好。他表现不错，我借机
在班级中表扬，此后我又趁热打
铁，发挥他爱劳动、善劳动的专
长，让他当了班里的劳动委员，
负责管理班级卫生。有了重要
职务，他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
来，心中也有了责任感……“坏”
孩子之所以成为“坏”孩子，不是
因为孩子不想学好，而是没有找
到合适的让他学好的方法。我
始终赞成“一旦有了天才的感
觉，你会成为天才；孩子找到了
好孩子的感觉，他必会成为好孩
子”。

一颗童心：德育创新

我班19位同学都来自于外
地务工家庭，很多孩子从小就跟

着父母“打游
击”，因此很难
养成诸如按时完
成作业、自觉课
外阅读等良好的学
习习惯，学习基础自然很
差。由于学习成绩差而带来的
来自于家长、同学的种种压力伤
害了这些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们
越来越丧失自信心，自暴自弃，
时间久了，连行为习惯也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于是，我模仿
社会上的银行成立了“魔法银
行”。由我担任“魔法银行”行
长，学生们分工合作，探索出一
种易于被少年接受的近乎游戏
的教育方式来进行自我管理，以
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成长、培
养健全人格作为班级创新教育
理念的根本……“工作就是人生
的价值，人生的欢乐，也是幸福
之所在。”罗丹如是说。我为自
己插上翅膀，因为我工作着，我
快乐着，所以我更愿意在舞台上
播种快乐。

传统的小学音乐教学存在很多弊
端，比如很多老师都是采取“教唱”的
教学模式，这种单一的音乐教学模式
缺乏艺术性和创造性，不能激发学生
的音乐潜能和学习兴趣，难以达到新
课改提出的进行情感教学的要求。因
此，我们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学生学
习音乐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使他们能“融入”到音乐教学中，这
样才能有效提高小学音乐欣赏的教学
水平。

通过对课程的设计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针对小学生年龄较小，是
以感性为主的思维方式，可以通过游
戏的方法进行引导。在开展小学音乐
教学时，要根据小学生的特点，找准小
学阶段音乐教学的切入点，促进小学

音乐教学质量的提高。
小学音乐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造性。在对新的课程进行学习时，
老师应当对课程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日常的教学中
加以分解和训练，帮助学生化解创作
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提升学生对于音
乐创作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小学音乐教学中让学生充分展示
自己。老师应该抓住小学生乐于表现
的特点，通过鼓励和表扬的方式，促使
学生学习音乐的观念实现由“要我学”
到“我要学”的转变。让小学生在音乐
课教学中能充分实现自我表现的欲
望，在课堂中力争照顾到每个孩子，对
他们的出色表现进行不失时机的表
扬，这样就能有效激发他们对于音乐
的学习兴趣，从而实现对音乐课的喜
爱和重视。

利用多媒体开展小学音乐教学。
多媒体教学能够增强教学内容的形象
性，使原本枯燥的课堂内容变得生动
起来。利用多媒体开展小学音乐教
学，能从视觉、听觉和感觉等多方面带
给学生音乐冲击力，使学生有身临其
境的意境感受，能增强学生对于音乐
的领悟和感知能力，提高学生对于音
乐的兴趣。

探析小学音乐欣赏教学
新区实验小学 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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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范围去看，必要的惩
戒，包括体罚在内，都是孩子教育中
必然的一种手段，尤其是精英教育，
也就是对自己期望很高，或者定位很
高的人群，普遍存在。

2012年，在旧金山转机时，无意
间买了一份时代周刊，一篇讨论体罚
的报道《spanking in the schools》，让
我第一次深刻认识到spanking这个
词的本质含义，突然醒悟到，世界上
很多基本道理是一样的（见图）。美

国打孩子的板子，和我们的戒尺是如
此相似。我也第一次意识到，我和很
多中国家长，实际上完全被很多专家
所蒙蔽，甚至是欺骗了。至今，美国
仍然有19个州，在法律层面支持或允
许体罚，体罚也在英美很多私立或者
说贵族中学普遍存在，包括关黑屋子
（禁闭），打板子等等。包括伊顿公学
在内的很多英联邦的贵族学校里，鞭
笞仍然是学校的惩戒手段，有些甚至
直接挂在教室里。

一位在澳洲的同学谈起此事，也
颇有同感，对于一些一知半解的专家
说法非常不以为然。他家隔壁是一
家祖籍德国的澳洲人，一旦他们家拉
起窗帘，大家就知道家里开始收拾儿
子了。

古人说，棍棒底下出孝子。我们
曾经大力批判这一说法，但今天看，
显然有其道理，就如祖宗留下的很多
老话一样。

要不要打孩子要不要打孩子？？
全世界都说全世界都说：：当然要当然要！！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陈志文陈志文

这个话题是永恒的话题，也是永远充满争议的话题。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完全被理论正确所占据，被一些专家与名人
误导，体罚被贴上最落后野蛮教育的标签，一些名人名家也经常说“体罚是最无能的教育”方式，以致国家在法律层面都严
格要求，禁止一切体罚以及变相体罚。

我承认有一辈子不打孩子的父母，我也承认有一些没有打孩子也很成功的人，但我想说，这些都是极个别的例子，没有
代表意义、现实意义。对于绝大部分家长，我更想旗帜鲜明地说：当然要打，可以打！但打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体
罚与打，都是教育孩子必要的惩戒手段，不应该禁绝，只是，不宜轻易去用而已。

人的成长，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社会
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被约束，被规范
的过程，也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我们
经常说，这个孩子家教严，有教养，很多
时候就是伴随着严厉的惩处，尤其是体
罚。从日常行为举止，到学习生活习
惯，都会有很多严格的要求与严苛的规
矩，这也是世界上最好的贵族学校通行
的做法。比如伊顿公学，在重大场合，
一般同学都是穿标准的燕尾服，但是那
些获得不同荣誉的孩子，则会穿着体现
其身份与荣誉的衣服，以示区别。

当然，包括体罚在内的一些比较严

厉的惩戒手段，不宜常用，的确需要谨
慎使用。

原则上，对于一些认知水平较高的
父母，我积极支持去用，原因是他们会
有分寸。对于那些认知水平比较低的
父母，文化水平不高的父母，我建议谨
慎使用，原因类似，他们在使用的分寸
上把握不好，更容易简单化，情绪化，适
得其反。

另外，我强烈建议，在打孩子的问
题上务必遵守一个基本的规则。小时
候适合多用，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
少，最后放弃。小时候多用，一是因为

孩子小，无法讲清楚道理，但需要从小
把规矩立住，立严；第二，幼年时的体
罚，对孩子的身心影响相对较小（下手
太狠的，甚至虐待，就已经超越我们讨
论的体罚了，不在此列）。但在其青春
期开始后，就不要再打了，这时再打，已
经不管用了，只能是恶化问题。唯一有
可能的奏效的，是沟通。

这个节奏，也和一个大原则完全同
步：对孩子的教育，一定是先严后松后松，逐
渐放开——如果小的时候不立规矩规矩，，长长
大后就收不住，立不了了，到时追悔莫
及，打死都没用了。

体罚最现实的意义，就是从小给孩
子立好规矩。家教最基本的黄金规则
也是先严后松，逐步放开，最后就可以
放心放手了，这也是家教的基本原则。
因此，一开始的规矩至关重要，所谓3
岁看小，7岁看老。很多反对体罚的专
家名人，经常说的理由之一就是你可以
给他讲理啊？

第一，在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解
释或者讲清楚的。比如面对一个一两
岁，两三岁的孩子，在不恰当的场合大
哭大闹；还有一些是基本教养问题，比
如等长辈吃饭才可以动筷子之类，家长
给其讲道理，是讲不清楚的，一巴掌下
去，或者其他的严惩，一次就见效果，下
次就再也不敢了。同理，一个两三岁的
孩子去摸电插孔，你给他讲电如何可怕
会电死人，不如一巴掌下去让他远离电
门。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与原则上，无法
讲清楚，或者环境所迫，最好的方式可

能就是“一巴掌”。
需要提醒的是，为了立规矩采取体

罚与惩戒是必须的，只是对孩子的规矩
不能太多、太细，只能是一些基本的大
原则。很多父母要求太多了，甚至不合
适，不合理，体罚也就失去了最原始的
意义，孩子也做不到。

第二，一巴掌，也是父母与孩子之
间的界限。古人讲“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本质是讲对长辈，对位置的尊重
尊敬。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这一巴掌，实
际也是在提示提醒着之间的区别与责
任，而不仅仅是对错。

与此相关，我非常反对一些人所倡
导的“无原则地与孩子做朋友”这种说
法。父母与孩子之间，永远是有区别
的，也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家长无条件
地与孩子做朋友，必然导致孩子的一个
错觉：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父母对了
才听，父母不对就可以不听，缺少了对

父母基本的尊重、尊敬，最后也必然或
容易导致对其他人的无礼。事事讲一
个道理，讲对错，而不会因为年龄，职阶
的差异，给予最基本的尊重。我经常反
问一些人，你进入社会后也动辄要跟领
导讲理吗？

第三，也是很重要的隐性价值，就
是淬炼与揉搓。父母的体罚可能是有
道理的，是对严重错误的惩处，也可能
就是情绪冲动的结果，让你委屈、愤懑，
但这恰恰却给你提供了最好的“淬炼”，
这世界从来就不是应该的，从来就不是
完全讲理的，也从来就不是顺心如意
的。这对于成长的价值，绝不是肉体的
痛苦能体现出来的。而这一点，恰恰是
现在孩子最欠缺的，一点挫折委屈都受
不得，动辄离家出走，上吊自杀。我经
常开玩笑说，如果从小就这样揉搓着长
大的孩子，不要说跳楼，推都推不下去。

同理，我也支持家长在老师对孩子

的体罚中抱有宽容心。有一次，一个朋
友愤怒地找我说，儿子在学校被老师打
了，希望我帮助找到相关的人与机构，严
惩这个老师，在全校大会上给他儿子道
歉，并给予处分。我问他目的，他说，为了
让儿子能昂首挺胸地走进学校。我告诉
他，想听真心话吗？如果想听，马上备上
一份厚礼，到学校去感谢这位老师，你要
知道，在北京上海这种地方，老师打一个
孩子，是冒着丢饭碗的勇气的。没被逼到
一定份上，老师是不会轻易举起手的，也
就是说有必打之处。更何况，你还希望孩
子未来能继承你的大业，首先他就需要能
吃得了苦，承得起压力，受得了委屈。但
是在家里，多少人舍得打孩子？谁敢打孩
子？爷爷奶奶还不跟你急？因此，你应该
感谢这位勇敢的老师，替你教育孩子，而
不是问责。当然，听完我的一席话，他虽
然没有备厚礼感谢老师，倒也没有继续追
究此事了。

必要的惩戒，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精英教育

家教黄金规则：先严后松，逐步放开

小时不立规矩，长大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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