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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孩孩子子““说说出出来来””
碎碎念

我们穿越而来

□李月亮

朋友说，她有个姑姑从偏远山
区来看病，住在她家，老太太一辈子
住在山里，不会开车，对网购、微信、
信用卡之类的东西更是闻所未闻。
看着朋友6岁的女儿玩 iPad，像看
UFO。结果有天女儿很认真地偷偷
问她：“这奶奶是从古代穿越来的
吗？”

朋友说，好笑吧？我说你女儿好
笑，奶奶不好笑。

不但不好笑，而且令人忧惧。
我们这代人，赶上了生活方式

变革最剧烈的年代。拿来自1979年
的我来说，我小时候，家里唯一的电
器是收音机，我妈要跟五十公里外
的姥姥说话，最便捷的方式是写信，
而衣食玩具的匮乏、生活方式的单
调就更甭提了。

试想，如果有个我的同龄人在
少年时忽然生病，丧失意识，到今天
才醒过来，或者他好好地活到了
2014年，却遭遇意外失去记忆，对生
活的印象停留在三十年前，那么，当
他忽然醒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会
不会觉得自己穿越了？

用社会学家的话说，世界正进
入高速前进通道，每天都有诡异的
新事物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有时候
很庆幸自己没有早生二三十年，因
为在这个科技、信息时代起跑时，我
还不老，尚且能够撒丫子跟它一起
跑，不至于被远远甩在后面，变成个
从旧社会穿越来的古董。但同时，我
也常常忧惧：它跑得越来越快，而我
的智力精力势必越来越差，那么几
十年后，我必将大大落后，渐渐搞不
懂年轻人都在玩什么，成为新时代
的弃儿。

我之所以不敢嘲笑山里来的老
太太，不是因为良好的道德修养，而
是因为，我隐隐预料到，那将是未来
某日的自己。非常有可能，我们在垂
垂老矣时，期期艾艾地念叨着微博、
微信朋友圈、苹果安卓APP，换得孙
儿们轻蔑而敷衍的疑问：那是什么？
而我们看着他们手里难以理解的高
科技玩具，也忍不住问：那是什么？

这情景想想就令人忧伤。
想我爷爷那一辈，他们从出生

到离开，世界基本都是那个样子，吃
的住的玩的用的，变化微乎其微，他
们的世界，永远是他们所熟知的。而
我儿子这一辈，自懂事就玩起了电
脑、iPad，也清楚地知道网游、团购、
wifi、支付宝、滴滴打车，将来他们面
对的世界，预计也将是自己熟知的。
而我们，从以收音机为奇物的时代
穿越而来，走向全面电子化智能化
的难以预测的未来，经历了各种翻
天覆地，各种日新月异，坚持不懈地
学习，持续不断地获得新鲜体验，飞
快地跟从前的生活失联，跟过时的
自己告别。未来对我们来说，比从前
的所有时代都更具未知性和冲击
力，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真的很难
说。

前几天大扫除，我从家里翻出
许多旧物：装磁带的随身听、装光盘
的CD、电子书阅读器、采访用的录
音笔、低配置卡片相机、非智能砖头
手机……它们都还好好的，但都将
再也派不上用场，它们都曾是闪耀
着智慧光芒的高科技产品，但没荣
光几年就都被更高的智慧取代了。

当然，那些取代它们的，也必将
被取代。而那更高的科技是什么呢？
我们即将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呢，
没有人知道。

□社春

生活中，很多事情，很多
时候，需要说出来，否则，会带
来很多麻烦。

女儿在阿姆斯特丹出生，
小学一年级时，学校颁发的家
长报告书的“性格发展”一栏，
我读到了老师这样的评价：

“在与同学发生争执时，能够
说出来。”

这话对我的震动很大，隔
天专门向老师请教：为什么要
把这一微不足道的小事单列
出来？能“说出来”，对孩子很
重要吗？

老师说，一个人只要能够
说出来，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
内心，就能正常抒发自己的情
绪，就不会发生性格扭曲。老
师还补充说，一个人只要能够

“说出来”，能够准确表达自己
的内心，就能与人有效合作沟
通，就能成功融入社会，就能
做出一番事业。

总而言之，能够“说出来”
是一个人精神健康的标志、和
谐邻里的必备、事业成功的情
商。“说出来”的能力需要从小
培养。当与同学产生矛盾时，
就是学习“说出来”的最好机
会。

对比自己，回想童年，很
早就在外住校。一些成长中常
见的内心纠结都不曾对父母
宣泄。引导儿童“说出来”是父
母的责任和义务，可是很多人
都忽视了，或是本身就不懂。

在荷兰的小学，原则上老
师不许同学之间打架，但当一
个孩子被反复欺负，老师又没
看见的情况下，老师并不反对
受欺负的孩子奋起反抗，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也是
一种特殊教育。有些家长也这
样教孩子。总而言之，还是毛
主席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
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很多国内朋友羡慕国外
小学没有学习压力，其实不
然。

以荷兰为例，除了关注学
习成绩，老师更注重学生的人
格培养，如遵守纪律、尊重他
人、诚实守信、刻苦敬业等。

如果一个孩子过分胆小
害羞，总是自卑沉默，会被看
成问题孩子，需要学校、家长、
心理辅导员，甚至心理医生共
同参与，助其恢复正常性格。
在这方面，学校非常严格，有
性格问题的孩子即使成绩再
好，也不得升级。也就是说，留
级的不见得是学习跟不上，很
可能是性格发展有缺陷。性格
有缺陷的学生好比不合格产
品，不能直接推给社会，学校
被视为给社会输送合格人才
的大后方。

女儿刚上小学时，外语不
是很好，但老师对我说“暂时
说得不好不要紧，重要的是她

敢说”。这也说明能力胜于分
数，分数不代表能力，能力与
分数是两回事。与分数相比，
性格更难以培养，需要从小呵
护、小心栽培、长期关注。

亲子之间的伤害往往来
自子女的青春反叛期，这一特
别时期是亲子人生路上共同
的一道坎儿。为了帮助被荷尔
蒙激发得无法无天的少年，辅
导被反叛的儿女折磨得乱了
方寸的父母，荷兰政府和社会
自发设立了很多这样的机构，
供大众免费咨询，如影响最大
的GGD，专业心理辅导人员
会上门倾听来自家长和孩子
的内心烦恼，而后给予心理辅
导。即使在家庭医生那里病人
也能得到宣泄，那些经常发火
的人会向医生求救，而后被介
绍到相关的心理医生那里接
受咨询，得到早期治疗。

荷兰人特别重视邻里关
系。青春期的孩子通常反叛父

母，此时邻居就帮得上忙了。
他们很愿意成为邻家孩子的
忘年交，倾听他们的青春烦
恼，以解父母之围。

我的邻居退休在家，从前
是双簧管教师。得知我儿子这
段时期很反叛，他对我儿子
说：“下次如果你很生气，就来
找我。”他的和蔼可亲，很快赢
得了儿子的信赖。

如果某个周末有家庭聚
会，很有可能人声嘈杂影响邻
居，或许会超过法定的晚上
十一点。此时最好写个纸条，
塞到邻居们的信箱里，预先
通知，顺便请求谅解。这样就
免得引起邻里间无谓的争
吵，也无需半夜三更让警察
出面。

“说出来”的确能消除争
执于萌芽状态，出于对他人的
尊重而“说出来”会使得人与
人之间友好相处成为可能。

(本文作者为旅荷华人)

□肖复兴

老顾是我的老朋友，中学
的校友，北大荒插队的插友。
出国前，我把房子托付给了
他。因为这一次走的时间长，
让他帮我给屋子通通风、照料
一下水电，别因为漏水淹了楼

下的邻居。我家没有什么花花
草草，只有一盆虎皮兰，因为
总是忘记浇水，早已经干死
了，被我扔在阳台的旮旯里，
萎缩在那里，枯萎得如同一个
干瘪的小老头。所以，没有侍
弄花草的任务。我把房门的钥
匙交给他，笑着对他这样说。

没过一个月，我从国外给
老顾打电话，问候他也问问我
家里的情况。他说都挺好的，
你放心吧。我又问他，最近有
什么新鲜事发生吗？说来听
听。其实，是为了解闷儿，打发
在国外寂寞的时光。他说，前
几天去你家的路上，走在院子
里，听见有猫的叫声，挺凄惨
的声音，便循声找去，在一家
人家的半地下的院子里发现
了一只小白猫，很显然，是不
小心掉下去的。他说，那家人
家跟你家一样，很久没人住，
大门锁着，也没法进他家的院
子里去救这只小白猫。我笑
他，你可真够有闲心的，还想
英雄救美一样救猫怎么着？他
笑着说我，怎么也是一条小性
命，这只小白猫要是就那么呆
在那儿，那家人家跟你一样半
年也不回来，那猫不饿死也得
冻死呀。

我知道，老顾就是这样一
个人。那天，光听他讲这件他
英雄救猫的事情了。那院子离
地面有两三米深，他得找一根
竹竿或木板之类的东西顺下
去，顺到半地下的院子里，那
猫才可以顺着竹竿或木板爬
上来。用了几乎半天的时间，
他满院子找这东西。终于碰见

了一个和他一样惺惺相惜的
人，知道他是为了救猫，帮助
他从附近工地上找来一块三
米多长的木板。他把木板扛了
回来，那木板一头宽一头窄，
他想把宽的那头放进院子里
会比较稳些，小白猫也容易往
上爬。不成想木板宽的那一头
沉、窄的那一头轻，还真不好
放，不小心再把板子砸在小白
猫身上，英雄救猫这出戏就演
砸了。总之，放木板需要力气，
也是需要拿捏的艺术活儿。

他津津有味地向我讲述：
木板终于放了下去，小白猫终
于顺着板子爬了上来，喵喵地
冲他叫几声，跑走了。他开心
地笑了起来，笑声从话筒里传
过来，我能觉得出他那得意的
样子。

我嘲笑他说，没想到，你
还真够怜香惜玉的呢！年轻时
对老婆怜香惜玉，现在人老
了、退休了，这股子怜香惜玉
的劲儿没处使了，便使在流浪
猫身上了。他却一本正经地对
我说，还是那句话，那也是一
条性命，你没听见那叫声多惨
呢！

又过了一个月，我给他打
电话，彼此问候，然后问问北
京和家里的情况。他说，我在
你家阳台的角落里看见有一
盆虎皮兰。我说，那盆虎皮兰
早干死了，早该扔了。他说，前
几次去你家，我就看见了虎皮
兰，也以为死了，可前几天去，
忽然发现它的叶子居然又有
了点儿绿意，没准还能活过来
呀。我笑他，你别逗了，都有小

半年没给它浇水了，它还能活
过来？他告诉我，你还别这么
说，这植物的生命力有时候比
人还要奇特，我就给它浇了浇
水，昨天去，看它还真的还阳
一样缓了过来。我索性把它抱
回我家养养看，看它能不能起
死回生。

我接着又笑他怜香惜玉，
这次怜惜的主角从小白猫转
移到了虎皮兰身上。不过，我
说他，这回可没你英雄救猫那
么简单，只要找个木板就大功
告成，那猫毕竟是活着的，这
一次，虎皮兰可是早就死了的
呀。

以后，每次再打电话，虎
皮兰成了重要的话题之一。没
有想到，那盆虎皮兰在他的精
心养护下，居然真的起死回生
了。他告诉我，虎皮兰长出了
好几片新的绿叶，那些叶子晚
上拥抱一样聚拢在一起，白天
花瓣绽放一样打开，已经虎虎
有生气了。我对他说，你还真
有本事！他说，不是我有本事，
是虎皮兰生命力顽强。我说，
要我看，还是怜香惜玉这股子
劲儿厉害，它能让人动情，也
能让虎皮兰起死回生。

半年后，我回国，老顾开
车到机场接我。从接机大厅走
到他的车前，他先打开后备
箱，让我往里面看，说：看看我
给你带来什么了？我往里面
看，那盆虎皮兰端坐在那里，
绿叶葱茏而茂盛，一点儿也想
象不出临走时那干瘪的样子
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名家言

虎虎皮皮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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