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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怎么过？家长得备课
葛 杨红兵

一提到暑假，孩子的脸上立
马就会绽放出笑容，而对于不少家
长来说，这么长的暑假真令他们犯
愁。如果孩子是已经懂事的中学
生，家长可能还少操点儿心，如果
是那些还不够成熟、懂事的小学生
可愁坏了家长，尤其是上班族的家
长。你说，要是把孩子单独放在家
里吧，会担心其安全；如果孩子无
节制地玩电脑、看电视，会担心影
响学习、伤害视力；如果把孩子送
到辅导班，又怕既花了钱、费了时
间，孩子最后却只顾着玩了，没啥
效果。

笔者认为，无论家长有没有
时间陪孩子过暑假，都要与孩子

面对面交流一下暑期的安排。俗
话说，平时做事无计划，急时做事
无头绪。一项周密的计划不仅能
让孩子在暑期的每一天过得有滋
有味，而且还能培养其养成好的
习惯。

首先，拟定一份每日作息表，
主要包括完成作业、锻炼身体、课
外阅读等时间。虽说放假了，但是
保持好的、富有规律性的习惯还
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家长带着孩子多参加
一些亲子互动活动。利用早晚的
时间陪孩子出去跑步、逛街；如果
有时间，可以陪孩子出去亲近一
下自然；和孩子一块读书，与孩子

交流读书心得，以身作则培养孩
子的阅读兴趣。

再次，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
家长多给孩子创设一些接触社会
的平台，比如让孩子独自去买菜、
采购日常生活用品，从中培养孩
子与人沟通的交际能力以及理财
能力。此外，还可以激励孩子参加
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
在活动中增强他们的爱心和责任
心。

最后教会孩子基本的安全保
护技能，利用暑期出行，有意识渗
透行路、信号灯、骑自行车等基本
常识；独自在家时安全用电、不把
身体探出窗外、不模仿武打危险

动作、正确使用电器、做家务时避
免烫伤、烧伤等基本自我保护技
巧；提醒孩子不玩火，教会他们防
火逃生的基本技能。

至于特长或兴趣，这个暑假
不妨学点，但关键是要充分尊重
孩子的意愿，让他们自由选择，但
千万要防止暑期变成“第三学
期”。暑期毕竟是孩子休息的假
期，一定要留出一定的时间和空
间让孩子自由活动、自由选择。总
之，暑假孩子过得是否充实、快乐
取决于家长是否充分备课、科学
引导、统筹安排。相信，只要父母
用心、细心、耐心，一定会给孩子
一个快乐的暑假。

榴下谈
今日枣庄

个论

变味“谢师宴”

应休矣
葛 黄燕

随着一年一度中、高考分
数的揭晓，各地宾馆饭店的“谢
师宴”也热热闹闹地“开席”了，
真可谓“你方吃罢我登台”。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孩子“金榜题名”，请
为教育孩子成长付出辛勤劳动
的老师吃一顿饭，也是人之常
情，本无可厚非。但是在现实生
活中，向老师表示尊敬和感谢
的“谢师宴”如今却完全变了
味。近几年来，“谢师宴”规模越
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攀比之
风也越来越严重。经济条件较
好的家庭尚可承受，一些平时
为孩子上学而勒紧裤带过日子
的家庭，也不得不随大流，咬紧
牙关大摆“谢师宴”，这无疑是
笔沉重的负担，也败坏了社会
风气。此外，“谢师宴”也让老师
苦于应付，疲惫不堪。大多数老
师其实并不在乎吃点喝点，但
因盛情难却，怕驳了家长的面
子，只好天天围着酒席转，结果
浪费了时间，喝坏了身体。

变味的“谢师宴”让原本纯
洁的师生之情沾上铜臭味，演
变成一种物化的东西，让师爱
蒙羞，让教育受耻。其实，感谢
教师的方式很多，不必把老师
的关系锁定在高档奢华的“谢
师宴”上，应该提倡文明的谢师
方式。一条发自内心的感谢短
信，一张精心制作的明信片，一
本用心挑选的图书，一份价廉
物美却寓意深刻的纪念品，到
学校栽下一棵纪念树，约几个
同学到老师家坐坐……都能表
达学生和家长的感激之情，就
算是宴请，可以选择请老师到
家里吃一顿温馨的家庭聚餐，
诸如此类，远比一顿盛宴来得
实在，更有意义。

面对变味的“谢师宴”，我们
的学校和老师也要主动说“不”。
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明文规定，教
师严禁赴“谢师宴”，并向全社会
公开表态，让教师拒赴“谢师宴”
的承诺家喻户晓。教师要敢于拉
下面子，婉拒“谢师宴”，做到言
必行，行必果，这样的话，“谢师
宴”也就难以成行。

让谢师行为回归纯朴文
明，远离庸俗功利。变味的“谢
师宴”应休矣！

高考失利甭灰心
星期天，笔者的朋友约我

去他家玩，席间得知他侄子高

考 发 挥 不 好 ，落 榜 了 ，情 绪十

分低落，让我帮忙心理疏导一

下，我用自己所见所闻对他进

行了一些劝说，所幸他的精神

有所振作。

条条大道通罗马，成材之

路宽又广，考上大学只是人生

中有限的一段路，绕过这段路

也能走上金光大道，何况受高

等教育还有很多途径，自学考

试、函授大学、在职培训、在职

研 究 生 ，路 径 多 了 去 了 ，就 看

你如何去作为。笔者同事的孩

子 ，大 学 没 考 上 ，就 去 河 南 创

业 ，他什么 活 都 干 过 ，什么 苦

也都受过，最后在自身努力的

努 力 下 ，事业 越 做 越 大 ，成 了

企 业 家 。去 年 ，笔 者 的 一 些 大

学同学聚会，在团聚中一位聊

城同学的话让我倍受鼓舞，他

的 小 儿 子 在 1 9 9 5 年 高 考 中 由

于各种原因落榜了，本应考上

理想的一类大学，结果连大专

也上不上，他几乎要做出过激

的行为，但在父母和同学的劝

导 下 ，奋 发 图 强 ，自 己 在 家 自

修了大学的全部课程，后来破

格考上研究生，博士毕业后，成

为了一名科技工作者。

高考落榜了，当然会悲观、

失望，会有孤独、痛苦的感受，

除了考生们自己理性对待，身

边的人更需要对他们给予关心

和帮助，让他们消除顾虑，重新

振作精神去努力奋斗，所以一

句话高考失利甭灰心，你的未

来取决于你自己。
(戴忠群 )

读者来信

因为缺失 所以感动
葛 石平

刚刚过去的一周，有两件事
情给人印象最深，一件是连着几
天的滂沱阵雨让枣庄人也有机
会经历“看海”；另一件是雨中即
景感动了很多人：7月2日傍晚 ,在
振兴路与吉品街交叉路口 ,市中
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民警正在
冒雨指挥交通。这位指挥交通的
民警浑身已被雨水打湿。当时 ,一
位姑娘正好路过 ,于是走到这位
民警身旁帮他打伞。虽然这位民
警微笑拒绝 ,但这位可爱的姑娘
还是为他打伞半个小时 (《齐鲁
晚报》7 月 3 日报道 )。枣庄雨季

“看海”是笔者料到的事情，有人
说过不少，这里不说也罢。可撑

伞女孩的雨中善举真是鲜见稀
罕，那美丽的画面定格在很多人
的印象中，这种大爱至朴让人感
动感叹。

如果有人要问如今人们最
缺的是什么？一千个人有一千种
答案，笔者的答案首推“感动”二
字。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十分需要
感动而又缺失感动的社会和时
代。感动是什么？一个不经意自
然流露的善意的微笑？一次举手
之劳的爱心援助？一次驾车礼让
行人的小节？抑或是一场义无反
顾的牺牲？有时候，一缕清晨的
阳光，一声婉转的鸟鸣，甚至是
一只忙碌的蚂蚁都能使人感动。

由此看来，感动来源于人的心
底，那微微荡起的波澜、掀起的
涟漪，都会使人怦然心动。撑伞
女孩的雨中善举让笔者感受到
了久违的感动。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由此笔
者联想到，正因为我们有了感
动，我们才有了更多对世界的热
爱，才使我们的灵魂变得更加透
明、洁净和清澈。感动我们的可
能是一种声音，是一个动作，是
把灵魂嵌进生命的精神。常常有
一些无法言说的感动传递给你
我。

感动是一种情怀，是对生命
的体悟，感动就在我们每个人身

边，我们更需要感动。或许这个
世界饱经风霜、老态龙钟，苍老
得只在机械地重复；或许有太多
的苦难与不幸，让人只剩下麻
木：或许有太多的打击，让人心
冷如石、情冻似冰。但是感动之
河不会枯竭。每个人心中都拥有
自己的感动，它与我们的生活常
伴，或轰轰烈烈，或平平凡凡。值
得一提的是那种只“感”不“动”
或有“感”而不“动”的做法不足
取，我们更需要引发感动、寻找
感动、体悟感动、表达感动、传递
感动。愿我们生活中多一些感
动，因为生命因心灵的高贵才变
得伟大。

笔者在《老师不捐款 名字被
公示》中看到：近日，枣庄市第三十
一中学张贴了“爱心一日捐”捐款情
况单，名单上不仅公布了捐款老师
的名字，未捐款老师的名字也被公
布。说是自愿捐款，咋还把未捐款者
名单公示出来？(《齐鲁晚报》7月2日
报道)

尽管，按照律师的说法：“这种
事情学校最好与个人进行协商后再
进行公布，虽然这种行为对侵犯个
人名誉权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会

对当事人的心理造成伤害，使其社
会评价降低，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笔者
认为，学校领导之所以这样做，他们
不单纯是为了完成所谓上级交给的
爱心捐助任务。毕竟，由市委、市政
府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和帮助困难
群众的这项重要举措“爱心一日
捐”，大家是支持的，对于“提倡自愿、
量力而行、鼓励奉献”，以及它的原
则，也即标准中捐出个人一天的收
入，可以多捐，也可以不捐，老师们

更是心知肚明。而出现这种反常情
况，除了硬性规定造成的逆反心理，
还有就是，学校为了维护自己“神圣
不可侵犯”的官威，而激化了潜在矛
盾。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假如引申到现实生活中
来，特别是类似“爱心一日捐”这样
长年累月，雷打不动的形式当中，很
可能会让人产生麻木心理。这不是
有没有爱心的问题。而是一些人利
用手中权力满足个人“面子”，甚至

是美化“政绩”，达不到目的，就让人
家在全体师生面前“丢脸”，势必造
成负面影响。

当然，产生这次“意外”有上级
监管方面存在漏洞以及政策落实不
够全面的原因，但是造成这种被动
局面的校方领导也有责任。退一步
说，就算有人真的不愿意捐款，你也
不能睚眦必报，这不但是痞子作风，
也容易迷失自我。

就此事笔者建议，学校的上级
教育部门和有关监察单位，必须针

对所有教育系统开展的“爱心一日
捐”活动进行全面检查、规范与引
导，力争做到整顿与完善相结合。凡
是没有按照相关政策搞不正之风
的，借助手中权力打压或羞辱他人
的，必须追究到底，决不姑息；凡是
审查失误者，一律严肃法纪，责任落
实到人。另外，对于类似问题，一律
公开公正，建立举报机制，联合媒体
进行曝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小
范围”的“老师不捐款，名字被公示”
行为。

捐款不是说好自愿吗？
葛 孙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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