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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们第一次跨入校门!他们会主动
找朋友!并自信地互相询问!透露出一种愉
悦"安定和喜欢的心境#父母亲通常迫不及待
地期望这个时刻的到来!一方面是由于看到
孩子的表现!他们则可以稍微轻松点!这时
才觉得自己的孩子还算正常$另一方面!他们
也能通过安排幼儿的游戏活动来给自己赢
得一些空闲时间#在孩子准备好之后!邀请
其他孩子来玩或者让你的孩子接受邀请出
去玩#但是!刚刚进入学校的幼儿需要一段
时间来调整!学校有新的规定及大的%更加喧
闹的群体$他们很少获得别人的关注!并且需
要很长时间后才能得到老师"同学的关注&对
于大多数的幼儿来说!这需要他们几乎连续
几个星期都筋疲力尽地与他人交往!在这个
过程中他们逐渐地适应学校生活&

自我调节以适应!大"的学校

在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新鲜事物的艰
难时刻! 幼儿更需要来自家庭的温暖和稳
定!需要你的关爱和支持!而不是朋友&小学
教师一般都建议!课后不要给孩子固定的课
外活动安排!除非他们自己主动要求!而大
部分孩子直到第二学期末都还不太适应&尽
管你的孩子已经上过托儿所或者幼儿园!甚
至一周会去

!

次! 并且他们也会跟其他的小
朋友定期地聚在一起!但是学校对于他们来
说!仍然是巨大的变化!此时他们更需要你
的关注&凯汀!

!

岁孩子玛德琳的母亲!她说'

( 在去学校之前!她已经上过全天的托儿所!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况且
她过去也常常在外面玩! 一玩就是一整天!

但是现在!她如此得筋疲力尽让我感到很困
惑#学校有更大的群体!更多的孩子和喧闹
的场景!事事并非她所愿!也并非她能控制#

因而她几乎连续两个学期都直截了当地拒

绝其他孩子到我们家来玩!但是现在!在第
三个学期!事情发生了变化!她不介意到其
他人家里去玩!但是她仍拒绝邀请别人来我
们家做客#)

除了这些!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可以解
释! 为什么新入学的男孩或者女孩互相竞
争!那就是!他们只是期望自己给别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有时候!年幼的孩子会发现!整
合家庭和学校是很难的!他们宁愿各自待在
家里#家是他们的( 地盘)!他们不想与其他
人共同分享!如一条他最爱的连衫衬裤或者
玩具#任何父母亲!只要参加过他们孩子的
课堂!帮助组织过课堂活动!都会被这些场
景所震惊!他们会认识到!他们的孩子有多
么强的独占欲望! 听到他们以咄咄逼人的%

令人窒息的语调大声喊'( 她是我的妈妈!我
应该先来*) 或( 不该你玩! 现在又轮到我
了*)他们几乎不能忍受其他的孩子接近你!

引起你的注意$ 在你安排活动的小节结束
时!他们会为第二次的时间安排和关注而发
出特殊的尖叫声&这种独自占有的欲望让他
们孤立无助!甚至不顾一切&他们在学校的
时候!急切地想早他人一步引起关注!而一
旦他们被父母亲或照料者带回家!我们会发
现孩子已经完全沉浸在跟另一位亲人的交
谈中了!似乎刚刚发生的一切都不存在*

如果你的孩子尚未邀请他的朋友课后
回家一起喝茶!并不一定是他今天没有交到
朋友&他只是宁愿留在家中!不想让别人进
入他的内心世界&他也许更愿意跟某些朋友
一起画画"乔装打扮"玩走迷津游戏"在门外
疯跑等!然而!他们就是还没有准备好带朋
友回家!跟自己分享妈妈的关注和自己私人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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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是孩子最初走向社会化的关键时期$这当中父母应该

扮演什么角色% 发挥怎样的作用% 本书借鉴了许多父母与孩子生活

中的实例$分享对孩子身心发展的真实见解$对不知所措的父母给

出中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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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书中为各种情感问题提供解答&基本立场是'站着说

话不腰疼
$

娘家人会为你作主的& 也就是说$以创建和谐社会为先

导$以安抚怨妇(打压!陈世美"为己任$争取成为天下伤心者的知

心姐姐&

民国初年制定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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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当年辛
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之初!粤语一票之差成
为国语/

»¼¯

0 &而且有鼻子有眼地说!当
时在国会内订立国语时!要求粤语成为中国
国语的呼声相当高&当时广东籍议员掌握了
过半数议席! 粤语成为国语理应不成问题$

惟孙中山虑及中国之统一问题!逐一向议员
游说以汉语北方话作为国语&最终!粤语以
一票之差/

:3RmÖ

0败北!汉语北方话成
为中华民国国语&

著名作家王蒙提出了另外两种说法 '

( 因为普通话是
"#$#

年以后的官方的一个政
策! 所以有的人甚至于把普通话说成是官
话&但是普通话继承的就是国语!中间没有
什么区别! 国语是在民国时期有注音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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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同时推
广出来的&我去过好几个地方!去洛阳时洛
阳人跟我说!当时讨论国语的时候!选的一
个是北京话!一个是洛阳话&我们洛阳话就
差一票!如果要是洛阳话胜了!咱们现在要

说普通话就得是另一个11然后我又到了
陕西!陕西又有人跟我说!当时确定国语的
时候!候选两个话!一个是北京话!一个是陕
西话!说我们就差一票&)到底是哪一种方言
当初( 差一票)成为国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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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珍藏的, 国语周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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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连载了语言
学家黎锦熙的文章 , 民二读音统一大会始
末记- !详细介绍了民国二年制定国音和注
音字母的过程&黎锦熙本人没有参加会议!

但是与当时的许多与会者熟识! 所以这篇
文章内容翔实生动! 真实地再现了会议的
经过&

"#"2

年
"2

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
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 由吴敬恒任主任!

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
3

条& 规定读音统一
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
为( 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
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读音统
一会员! 由教育部延聘若干人$ 各省推举

2

人!由行政长官推举$蒙藏各
"

人!由在京蒙
藏机关选派&此外华侨代表

"

人&会员的资格
有一定的要求!必须具备下列四条之一'

"4

精
通音韵$

54

深通, 小学-/

è¸ÀáéÓê±R

á5ê±

0 $

04

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

14

谙熟
多种方言& 最后确定下来的成员一共

36

人!

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
!6

人左右!其余为各
省推举&虽然说各省最多推举

2

人!但是在教
育部任命的会员当中以江浙为主!结果来自

江苏的会员有
78

人!浙江
#

人!直隶
8

人!此外
福建%广东%湖南各

1

人&

-7-8923456

从这个组成名单来看!来自广东的会员
只有

1

人而已!根本不可能左右会议结果&当
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
/

áë¯]ìÓí±? gs

0对于会员构成
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

2!

人之多!其中来
自无锡的就有

!

人&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
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
票& 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

来自浙江的汪荣宝声称'( 若每省一表决权!

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 王照反问'( 此语做
何解释.)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 是否苏浙
以外更无读书人.) 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
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
议&最后在教育部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
一票制度&

:;+<=>?*+@A

读音统一大会在
"#"0

年
2

月
"!

日开幕!

实到
11

人! 来自江苏的吴敬恒得
2#

票当选
议长 !王照仅得

!

票任副议长 &会议逐一审
定了

9!66

个字/
îî'()ïÓçâÓ

0的( 国
音 )&当时为了记录定下来的( 国音 )!临时
采用了一套注音符号系统&字音确定以后!

下一个任务是核定音素! 并且确定一套字
母系统来表示音素&按照黎锦熙的记述!会
议进行到这个地步!出席者日渐稀少!但是
对于( 字母 )问题几乎打起架来 &当时字母

提案颇多!但总结起来主要有
0

个方案'

":

偏
旁派 !仿照日本片假名 !用音近之汉字 !取
其偏旁为字母$

2

%符号派!主张另外制定一
套符号系统$

04

罗马字母派&与会者多日争
论僵持不下! 结果浙江代表许寿裳等人以
及与会的教育部职员周树人/

ðñ

0提议 !

就使用在审定国音期间使用的( 临时符号)

为注音符号/
ò¿Áóôõôö[?÷ød

(.'áùÅ÷ø±

0 &这套符号是章炳麟所
创!借用了古代篆字的形状!与前述三派无
关!可称为( 简单汉字派)&这套( 注音字母)

在大陆一直用到
"#!3

年, 汉语拼音方案-正
式公布时! 至今台湾和部分海外华人依然
在使用&

B2CDE4+F:GH>

国音统一会议由于争吵激烈!会议的议
长吴敬恒在

1

月
22

日辞职! 接任的王照也请
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会议
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 国
音)&在审定的这么多方言中!也许有一些是

( 差一票)通过的!但不存在某一个方言整体
差一票被定为国语的情形&整体来说!最后
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 基础)!同时吸收
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
入声!后人称之为( 老国音)&

从以上国音统一大会的过程来看!所谓
粤语或者洛阳话或者陕西话( 差一票)成为
国语只是个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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