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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
家，无论在学校还是在成年人
的社会里，都常见欺凌和被欺
凌的现象。有些孩子，因为在
一个学校里被人欺负而转学，
转学后还是受人欺负，这是为
什么？很多家长在纠结，是否
该鼓励孩子出于自卫而动手
打人。

学校里和成年人的社会
里，有很多人不打人、不骂人，从
不欺负人，但谁也不敢欺负他
们，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
们拥有自信和 Assertiveness。

Assertiveness 是西方很推崇
的一种做人的态度和品质，这
个英文词很难用一个中文词
来翻译和概括。它是一种气
场，是一种对自己笃信的原则
的坚定不移的态度，是一种永
远进取向上而从不自卑的精
神，是一种自尊和尊严，是一
种勇敢面对挫折、反败为胜的
能力，是一种平等待人、自信
而不傲慢的品质……小孩子
一旦有这方面的培养，到了成
年会受益无穷。英美比较推崇
Assertiveness，具有这种能力的
人在社会生活中也会畅通无
阻；而在亚洲和南美的一些国
家，谦虚和忍让才是美德。

如果与我们互动的是同一
种文化的人，守着同一种道德标
准和古训，就不会有这么多现今
国际舞台上的误会了，也不会有
中西方个人交流间的文化冲突。
问题是我们有了开放的必要，多
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碰撞引发

了很多问题。我们中国的“韬光
养晦”英美不理解，他们看到的
是一日强大便无理取闹的蛮人；
而英美的 Assertiveness 很可能被
我们中国人看成是不知好歹，至
少是不含蓄。

几年前英国教育预算大减，
学校大幅度削减了教师的会议
培训费用。我当时很想参加一个
会议。如果按照中国人的习惯，
在这种大环境下就知趣一点，
想都别想。我却写好了一个报
告给了校长，要求拨款参加会
议。这就是 Assertiveness。我认
为对我工作有利的要求就要
提出来，同意与否是校长的自
由，提不提是我的自由。校长
对我的报告看都没看就批了
一个大大的“ NO ”，校长的这
个态度是我不能接受的。我重
新打了报告，再次陈述我的理
由，要求校长认真考虑。这次
她在我的报告上写了一段话，
说她认真审阅了，但根据现有
预算条件她不能支付会费，并
答应以后预算放松了会考虑我
的类似要求。这就是我想要达到
的目的：任何人不能对我不尊
重，不能对我的建议和要求敷衍
了事。不急不躁，但坚定平静地
争取个人利益，就是 Assertive-
ness 的主要精神。这也是我所主
张的弱小的时候不能忍辱负重
的原因——— 每一个人都有被尊
重的权利。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参加
朋友的晚会，由于种种原因回家
非常晚，一进门就被妈妈骂了一

通。如果你是这个孩子，你会怎
么做？一个劲儿地委屈低头认错
还是跟妈妈针尖对麦芒争吵，都
不是 Assertiveness。还是那个原
则，不急不躁，但要把你的理由
坚定地说出来：“妈妈，我知道您
一定为我担心了，我是想按照我
们约定的时间回家的，但是晚会
迟开了，大家都没走，我一个人
走了就显得不太合群。当然以后
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我会立刻
短信通知您，希望您能理解！”这
样的处理方式显示出一个女孩
子不无理取闹、不唯唯诺诺的
Assertiveness 的品质。这时候若
是家长还不依不饶，就显得比孩
子还孩子气了。

在家长和孩子的互动中，采
取这样的态度对孩子公平又好
立规矩。比如孩子在哪一方面
做得不好，家长往往会一忍再
忍，心想我看你有没有自觉
性，直到再也忍不下去了，一
点小事就成了导火索，突然爆
发，孩子不知所以，一个小错
就被毒打一通，心里当然委
屈。Assertiveness 的家长会在
孩子做错的第一时间平静地
告诉孩子并解释原因。这样孩
子从一开始就懂得是非曲直，
再犯错误，自己首先就心虚
了。在成年人当中，这种态度
也是极有效的。一忍再忍，除
非别人知道你在忍，否则这个
忍的过程虽然让你费尽心机，
但在别人那里毫无意义。一旦
忍无可忍爆发了，吓人一跳，
别人还以为你有问题呢。

□戴群

如何让孩子不受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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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萍

父亲老了许多，头发更稀疏
了，两鬓更斑白了。他常坐在椅
子上就打起瞌睡来。

几年前，父亲说，我老了，要
去农村过养鸡养鸭的日子，顺便
种些菜，养些花，你们周末过来
带些农产品回城。于是，不久后，
他真的回到了农村，过起了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独居生活，常
一个人坐在炉火旁，抽着烟，与
月对酒，与影做伴。我们也是好
几个周末才抽空回去一次。偌大
的村庄，稀稀拉拉住着几户人
家，而父亲的屋前房后，多少天
也不见一个人影。其实，我们知
道，父亲太寂寞了。他的话更少
了，酒喝得更多了，而且常对着
屋外发呆。

我们劝了他很久，终于将他
接回了城里。

父亲不爱打牌，也不爱下
棋。只要给他几本书、几张报，便
足够。这样过于安静的爱好，无
疑很难找到几个聊天拉呱的老
友，他似乎依然很忧郁。父亲到
底想要什么？我们多想知道。

不久，父亲打电话告诉我，

他要上班了。话里充满着喜悦。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他这样愉悦
的笑声，心里也轻松了许多。

父亲的工作，是在小区当门
卫。我常路过他工作的小区，看
到他坐在门卫室里，戴着老花
镜，用笔记录着什么，后来才知，
是记录车辆何时进出。其实，门
卫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每天“三
班倒”的作息，每班八小时。尤其
是冬天，一个人坐在传达室，孤
独倒罢，冷是关键，冻坏了身体
可得不偿失。可父亲坚持说自己
行。终究拗不过父亲的固执，也
就随了他。

年底了，小区里常有盗贼出
没，父亲的职责更重了，夜里八小
时至少要在小区里巡逻四小时。
我们很是心疼，这样下去岂不冻
坏身体？父亲说，他能行，一周换
一次班，遇到白天班是很舒服的，
小夜班到夜里十一点下班，回去
正好睡觉，稍苦点的是大夜班，从
夜里十一点到早晨七点，但也只
是三个星期才有一周，忍忍就过
来了。尽管我们都说不在乎那点
工资，要不我们做儿女的给你，可

他说那不一样，你们给的是你们
的心意，毕竟自己还不太老，闲着
也是闲着，有个事做，生活充实
些，心里也踏实些……

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睡不着。如果我们老了，能干些
什么？之前我似乎一直没考虑
过，直到我的父亲母亲渐渐老
去，我才想到这个问题。是否都
可以像美国的塔莎·杜朵那样优
雅地老去——— 在广阔的土地上，
过上种花种菜、喂鸡养羊、织布
作画的田园生活。我的父亲尝试
了。可是，乡间那过于孤独寂寞
的生活，差点让他变成了痴呆。

有时，我与朋友们说起我们
未来的老年，朋友说，要不我们
开一家养老院吧，等我们老去，
一起看花开花落，赏日出日落。
我们都笑了。可是，谁又知道未
来呢？

如今，父亲似乎快乐了许
多，每天认真地记录着来往的车
辆，与业主打着招呼，他那皱着
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但，皱纹却
更多了。其实，我知道，他很累很
累……

父亲渐渐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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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我曾想过离家出
走。

离家出走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想为自己争取点生活上
的权利与自由。我傻傻地认为
这是最好的方式。不过，一直
没有成功地离家出走过。

那段时间，我很烦呆在家
里。因为家人总拿我和弟弟作
比较。是的，我承认我没有弟
弟学习好、嘴甜、懂事、讨人喜
欢。可是，我也是你们的孩子。
我觉得家人偏心，只疼爱弟
弟。我要离家出走。

趁着大人都不在家的时
候，我开始准备出走需要的
钱、书、衣物。过了不久，我又
乖乖地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
处。看着它们，我没有勇气迈
出家门。

那件衣服，是妈妈特意给
我和弟弟买的，两个人的一模
一样。因为我和弟弟在一起，
好多人都以为我们是双胞胎，
妈妈很骄傲地向人们介绍谁
是老大、谁是老二。要是我走
了，妈妈会伤心的。

那几本书，是爸爸送给我
的。爸爸喜欢看书，我也学着
他的样子看小人书。爸爸就
把他自己的书给我了，告诉
我要好好看书，长大了像他
那样做个人民教师。要是我
走了，爸爸看书的时候会孤
单的。

一角、两角、三角……储
钱罐里一共有十二元五角钱。
这可是我和弟弟一个暑假挣
的钱，要是我拿走了，弟弟就
不能买到我们喜欢的明星贴
画。要是我走了，弟弟受别人
欺负，就没有人帮他打架了。
不行，我得留下来保护弟弟。

我就这样把自己说服了。
虽然家人都对我说三道四，但
是我不会离家出走。要是我走
了，弟弟就没有对比对象了，
家人会想起我的好的。

想一想，有时我在家受
到的待遇比弟弟要好得多。
妈妈会为我做我最爱吃的菜
饼，我还可以随意翻爸爸的
书。只要我打着学习的幌子
要东西，爸爸都会给我买。复
读机、学习机、电子词典都是
我的，弟弟却没有这样的权
利，因为爸爸不相信他会主
动学习。弟弟想用了，那就要
嘴甜点才可以，要不就没有
机会。

为了和弟弟争爸爸妈妈
的爱离家出走，太蠢了。我走
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不走
了，只有在家才有爱。我是哥
哥，让点爱给弟弟也是应该
的。

年少时，我们可能都曾
想过离家出走，那只是想一
想。因为我们没有勇气迈出
家门，虽然我们懂得不多，但
我们知道离家以后，我们是
孤独无助的。

像现在，我是孤独的。只
不过，现在我不是离家出走，
我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而流
浪他乡。可是，我每时每刻都
想着，要能回家多好。像小时
候，我说服自己，不要离家出
走。

□张翔

离家出走

【成长故事】

【生活提示】

干燥天，多吃藕
□马冠生

冬季天气干燥，特别是
北方，室外冷燥、室内热燥，
除了喝足汤水，还要每天吃
一些清热润燥的食物，莲藕
不仅可口，还可清热润燥。

藕的营养特点是含水
分多，能量低，膳食纤维、维
生素和矿物质丰富，常吃可
以促进肠蠕动，尤其能预防
冬季便秘。

藕的吃法有多种：1 . 凉
拌：切成片，焯一下，加葱丝、
姜丝、香油等，清脆爽口。2 .

炒：把藕切片或切丝，可以单
炒，也可以和肉片、肉丝一起
炒。3 . 炖：通常和排骨炖在一
起，莲藕炖排骨是武汉等地
的名菜，不仅有营养，而且温
暖脾胃。4 . 蒸：有名的糯米莲
藕，口感软糯，适合小孩和老
人食用。5 . 炸：炸藕夹，这个
需要小心地把藕切开一个
口，不能切断，再把拌好的肉
馅塞进去，裹上一层面糊，放
在油里炸。外面金黄、内里雪
白。只是热量不低，不宜大量
吃和经常吃。

把藕横切，可以看到藕
的孔。按孔数分，可分为七
孔藕和九孔藕。七孔藕淀粉
含量较高，水分少，糯而不
脆，适宜做汤；九孔藕水分
含量高，脆嫩、汁多，凉拌或
清炒最为合适。

冬季皮肤的血管经常处
于收缩状态，汗腺、皮脂腺的
分泌明显减少，有人会出现
皮肤瘙痒、红肿，严重的还会
出现皲裂和脱皮，特别是老
人，以下肢部位最为明显。这
与老人洗澡的方式有关。

有的老人唯恐洗不干
净，习惯像夏天那样用浴皂
和热水反复搓洗，皮肤表面
的油脂被冲刷掉了，皮肤干
燥的状况也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老人冬天要讲究洗澡
的方法和频率，洗澡次数不
要太频繁，三天一次就够了，
而且不要用香皂洗澡。这是
因为香皂一般呈碱性，容易
让皮肤表层的酸碱度失衡。
水温也不要太高，尽量选择
具有滋润效果的浴液，洗过
澡后应涂抹含有保湿成分的
润肤膏，例如凡士林等。

□朱武

老人皮肤瘙痒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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