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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于

侄女从城市中学转到乡村中
学，她将独自面对一个人的求学
路，我推荐她看《风雨哈佛路》，并
告诉她：一个人如果真把学习当
成一件重要的事、一件有意义的
事、一件非干不可的事，那么所有
外在的阻力都会变成历练前进的
动力，那么越是在乡村这一环境
里，越能专注于对知识的学习、越
能增强以学习改变命运的决心。

侄女的求学路让我回想起我
的中学时光，更让我由衷地感恩
教我如子、待我如友的恩师武建
老师。可以说，在遇到恩师前，初
二辍学打工是我早已规划好的人
生路，我从未想过上大学；在遇到
恩师后，上大学成了我的人生梦
想，一路从高中读到博士，学习成
了我的信念。

我的小学时光是简单快乐
的，大多的课外时光是在劳动和
阅读时光中度过的，放羊、放鹅、
放猪都是我的强项，摸鱼、摸虾、
粘“知了”更是不在话下，六年的
小学生活，除了三年级没拿到奖
状，其余都是高高兴兴领着奖状
向爸妈“领赏”，奖赏就是一身过
年的新衣服。

因为在家庭教育里就没有大
学这个词汇，我当时对上大学这
一概念毫不知情，哥哥本就是初
二辍学打工挣钱，我的路途更是
以此为标准路径向前推进。当时
因所在乡镇的中学打架成风，村
里很多同学到邻近县的沂水县道
托乡初级中学求学，我便与发小
两人一起“按图索骥”骑车找到学
校，莽莽撞撞直奔校长办公室求

“上学名额”，那时候学校也想扩
大招生，便答应下来。开学后不
久，因没有书籍，同学陪我骑行五
十多里路到沂水县城新华书店买
课本，后来又被选为班长。

因为小学没有学过英语，而
沂水县在小学三年级便开设英语
课程，因此英语一度成了我的“老
大难”。两个月后的月考中，我的
英语考试竟然考了8分，当时的我
并不在意学习成绩，也无所谓伤
心难过，可突然被叫到办公室，英
语老师和班主任都在那里，英语
老师把试卷拿到我面前，一一数
落我的错误，拿出我班第一的试

卷一一解答我的问题。英语老师
走后，班主任武建又拿起我的试
卷，看了看试卷，冲我笑着说：“这
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我这没
怎么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你上
课怎么听的，以后要按照英语老
师的要求，快点把英语成绩补上
来……”

虽然初中一年级的生活很美
好，但一直没有求学梦想的我，面
对着父亲体弱、家庭贫困的现状，
还是决定早日外出打工，帮父母
承担家庭压力，于是找到班主任
武建老师坦白心声。武建老师听
完我吞吞吐吐的陈述，作为曾在
乡村长大的老师，也明白了我的
心声，他告诉我：“洪于，你要想发
展得好，没有什么比上学更能改
变一个家庭的艰辛，没有什么比
上学更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以
你的成绩和努力，未来考个名校
是没问题的……”就是这一次谈
话，我被一个叫“大学”的梦想惊
醒，我回家把这番话跟父亲母亲
复述一番，母亲说，“佛争一炷香，
人活一口气，只要你愿意上学，就
是砸锅卖铁，娘也供你上，你好好
上学就是给娘争气。”

于是曾经标准的命运、路途
有了转机，武建老师更是经常与
我谈话，多次给予我学习上的勉
励、生活上的帮助，初中毕业后，
我以较好的成绩考到了沂水最好
的中学沂水一中，后来在我高中、
大学、硕士、博士的求学生活中，
他都一直勉励我加强学习，他常
说，从农村出来的学子，更要有吃
苦的精神，更要有奋斗的动力，更
要有永不言弃的追求。

“三尺讲台五寸笔，一片师心
万载情”，武建老师在乡村中学任
教二十余年，始终无悔于乡村教
育。记得有一次与恩师相聚，谈到
他是否遗憾一直在乡村工作时，
武建老师认真地说：“乡村教书育
人的岗位虽然平凡，但平凡的工
作是和党科教兴国的事业连在一
起的，平凡的岗位一样充满价值
与意义，值得我奉献一生的青春
与努力。”

像我这样的学生，只是老师
二十余年乡村教学生涯中的普通
一个，而无数受过老师教诲、得到
老师帮助得以升学深造的学子，
都视他为恩师、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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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辉

最近有一则新闻题为《9岁男孩反
复发烧 “开学综合征”患儿扎堆就
诊》，以一个9岁男孩航航为例，讲述了
他的就诊经历，航航近一周来反复发
高烧，去医院就诊，经过一系列检查后
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后来在医生的
建议下转到精神科，被精神科医生诊
断为“开学综合征”。

其实，“开学综合征”并不是专业
的疾病诊断术语，这不是一种病，而是
指孩子，尤其是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孩
子，对于新学期开学出现的一系列无
法适应的反应，很多时候会伴有躯体
方面的症状。和成年人的“上班综合
征”“星期一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
一样，孩子们出现“开学综合征”，是当
事人受过去经验的影响，难以适应新
环境，因此表现出的种种现象。

面对一个新环境，我们的所有不
适应都跟三个方面有关：第一个方面
是，过去的经历在影响着我们，我们不
确定在现在的环境中过去的糟糕体验
会不会重现，专业的说法叫做“移情”。
第二个方面是对当下的恐慌，我们会
害怕糟糕的事情发生。第三个方面就
是对未来充满焦虑，我们不知道像这
样糟糕的情况要持续多久，会不会一
直这样。

在上面这篇报道中，精神科医
生了解到，快开学了，航航的暑假作
业还没有完成，而且航航在学校的
人际关系不好，这就导致孩子面对
学业和人际关系的双重压力，因此
航航对上学心生畏惧。医生认为，反
复发烧也是因为心理问题而引发的
躯体症状。

作为父母，要如何解读精神科医
生的说法呢？首先我们需要关注到的
是孩子学业的压力和人际关系的压力
从哪里来。可能很多父母一听说，孩子
因暑假作业未完成，对上学产生了压
力就难以理解，他们不明白，孩子为什
么不完成作业？是不是平时太贪玩了？如果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可能就会越来越难以
帮到孩子。

孩子的作业为什么没完成？这极有可能
是一个恶性循环，他可能在学校里早就遇到
问题了，因为同学关系相处得不融洽也好，
因为和老师相处得有问题也罢，这可能会导
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闷闷不乐，他的
潜意识里对完成作业充满抗拒。因此这两个
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极有可能有着密切的
联系。

所以，父母要尝试回忆这个假期孩子过
得怎样，是不是有时候会显得心事重重？还
要详细了解孩子近段时间在学校里的状态
怎样，能否按时完成作业，和同学相处如何，
如果不能完成作业，和同学相处不好，那这
些现象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我们去探
索这些信息，目的不是指责别人，而是找寻
问题的形成轨迹，只有这样在处理问题的时
候才能有的放矢。

孩子抗拒开学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
按照上述总结来假设一下，首先是作业没有
完成，孩子害怕开学后会被老师批评惩罚；
其次是孩子过去和同学相处得不好，担心这
种情况会再次发生，并一直持续；第三点是
孩子对新学期的生活充满焦虑，不知道接下
来会发生什么。

搞清楚这三点，父母就要做有针
对性的干预。针对第一点，父母可以试
着跟孩子这样沟通：“孩子，爸爸(妈妈)
知道你这段时间心情很不好，可是作
业还没有完成，你看我们一起和老师
沟通一下可以吗？你放心，这段时间如
果遇到困难爸爸妈妈会帮你一起克服
的。”如果孩子同意，那最好了，如果孩
子不同意，我们也可以听听孩子的想
法。和孩子沟通好这一点，你会发现孩
子的压力变小了，至少他不再害怕老
师会因为作业没写完而批评惩罚自己
了。第二点是最难处理，也是最考验亲
子关系的一点，就是帮助孩子建立健
康的人际关系互动模式。之所以说这
一点难处理，并不是指这个问题本身
有多复杂，而是处理这样的问题对父
母的要求有些高。

很多父母在孩子小时候会认为孩
子小根本不懂什么是人际关系，等到
孩子大了，发现问题了，又会急切地想
要解决问题。“我的孩子不会跟别的孩
子相处怎么办？我的孩子不会讨老师
开心怎么办？”从这些问题中我们能明
显感觉到父母的焦虑。其实，不是孩子
不会跟别的同学相处，而是孩子在这
方面缺乏尝试的勇气，不是孩子不会
讨老师开心，孩子也没必要讨老师开
心，只是孩子不会在老师面前表达自
己、呈现自己。

如果父母理解不了这些，那就会
经常犯冒进的错误，他们认为只要跟
孩子把道理讲清楚就好，遗憾的是，孩
子跟别人打交道的经验，不是靠听父
母讲道理就能学会的，要靠他自己摸
索。

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克服对未来的
焦虑呢？首先不能告诉孩子不要焦虑，
这是很多父母都会犯的错误。有的父
母会对受了欺负的孩子说：“放心，爸
爸妈妈会保护你，不会有人再欺负你
了。”这个说法看似很有力量，但是很
难注入孩子的心里，父母这样说心情
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我

们不可能时时刻刻跟着孩子，孩子还要自己
面对学校生活。

那父母要怎么做？一方面要在孩子愿意
的时候和他讨论，如果孩子和同学发生了冲
突，孩子希望父母怎样做，父母怎么做孩子
遇到困难时才愿意向父母求助……如果孩
子愿意，这样的问题讨论得越细致、越清楚
越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父母会面临很多
考验，比如有时候孩子的一些想法和要求极
有可能会让父母感觉不现实，因此会感到格
外焦虑。这时候我们要先放下自己的焦虑，
以一种投入的状态和孩子讨论就好，讨论到
最后你会发现，孩子并非没有自己的判断能
力，孩子有时候只是想表现得任性一些，有
时候只是想试探一下父母。

父母和孩子之间所有的讨论对孩子今
后建立安全感都是有意义的，只要在讨论中
彼此足够真诚，孩子就会感到越来越有力
量。如果父母感觉和孩子讨论起来有些困
难，也许是父母的态度不够真诚，也许是缺
乏有效沟通的经验和信心。孩子的想象是充
满力量的，如果作为成年人，尤其是父母，不
懂得因势利导，无法做到顺势而为，很多时
候问题就会越搞越复杂，这样反而会适得其
反，产生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作者为实战派心理咨询师，树辉心理
创办人）

如
何
和
孩
子
一
起
应
对﹃
开
学
综
合
征
﹄

难
忘
我
的
乡
村
恩
师

【心之路】

面对孩子的“开学综合征”，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让孩子适
应眼前的学校生活，更要帮助孩子搞清楚他自己到底想选择一
个怎样的人生，搞清楚他能否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作为父母，相
信有了这样一个大局观，眼前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张军霞

那天，我看到一位文友在朋友
圈晒自己和女儿的聊天记录截图。
女儿说：“妈妈，昨天傍晚，我在教
室外面的走廊上看到了七彩祥云，
太好看了！”妈妈问：“你那时没上
课吗？”女儿答：“班主任李老师让
我们去看的，她首先发现了天空中
飘来的这朵七彩祥云，立刻下令说

‘停止晚读，出门看云’！”
这段对话看得我心里暖暖

的，感觉这位班主任有着不一样
的浪漫情怀，正如她所说的：“看
到七彩祥云，是一件很幸福、很幸
运的事情，这么美好的东西，大家
要一起分享才好。”我想，多年以
后，孩子们也许会忘记上学时学
过的课程，但一定不会忘记老师
让他们看过的七彩祥云，她不只
是教了课本上的知识，还教会了
他们学会欣赏生活中的美，这是
多么的可贵。

我有一位在外地工作的表
姐，她每年回老家时，一定会去探
望小学时的数学老师。这位老师
姓王，如今已经退休了，满头银
发，经常提着篮子去市场买菜，看
起来和普通的老太太没有什么区
别。表姐却说，从小学到大学，这
是她最难忘的一位老师。因为，王
老师虽然是教数学的，内心却有
着不一样的情怀。有一年春天，她
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包牵牛花的

种子，又让学生收集了一些方便
面盒子，底部扎上眼、盒子里装上
土，再把种子种进去。于是，从春
天到深秋，表姐这个班的教室都
拥有全校独一无二的风景，花儿
们顺着窗户上的铁条一直往上
爬，缠绕着爬满了前后四个大窗
户，让他们拥有了不一样的“牵牛
花窗帘”，孩子们都为能在这样的
教室里上课而自豪。

表姐说，在老家放旧课本的箱
子里，至今还珍藏着一张她和同学
在牵牛花前拍的照片。她也一直格
外钟情牵牛花，几乎每年都在自己
家阳台种上两盆，每当那粉粉的喇
叭花在窗台上绽放，她常想起从前
教室窗户上的牵牛花，这是那位数
学老师留在他们心里的浪漫。

如果在你的求学生涯中，也
曾遇到这样愿意让你暂时放下课
本、去捕捉身边美景的老师，那就
是一种幸运。这样的老师不止浪
漫，而且有温度，他们懂教育，更
懂人生。因为教育的本质不是把
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感谢那
些愿意给予学生浪漫的老师们，
感谢你们用一盏又一盏的灯，点
亮了我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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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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