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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节说到就到了。
前几年儿子还小，我都自作主

张地给他买一些玩具或者衣服，要
不就去游乐场玩一天，看着他乐呵
呵的，我们也高兴。今年儿子已经读
一年级了，凡事都有自己的想法和
主见，而且看着那几箱子的玩具，一
衣柜的衣服，真不知道给他送什么
礼物才好。
“儿子，告诉妈妈，你儿童节想

要什么礼物啊？”我想这件事情还是
问一下他自己的想法，买他想要的
总是要好一些。
儿子抬头看了看我，想了想，欲

言又止，然后摇着头说：“说了也没
用，又实现不了。”我挺好奇的，现在
还有什么实现不了？现在什么东西
没有卖啊？于是鼓励儿子道：“你尽
管说，妈妈尽力满足你。”一年也就
一次儿童节，何况他从来就不是个
无理取闹的孩子。
“我希望你再也不要出差了，如

果你能够做到，就把这个当作礼物
送给我吧。”儿子期待地看着我，我
却愣了。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几乎每个

月都要出差，最短两天，最长一周。
儿子从来没有表现出对我出差的不

满，甚至还叮嘱我路上要注意安全
什么的。我一直以为他对我出差这
件事无所谓，甚至是盼望的，因为这
样就没有人唠叨他了。
“是不是不行啊？那三个月出差

一次好不好？”见我没说话，怕我直
接拒绝，儿子又急急地说。
我告诉儿子，我得仔细想一想，

既然这件事情对他那么重要，我希
望我的答案是慎重的。
我和老公商量了一下，究竟是

工作重要，还是儿子的愿望重要。最
后的结论是，工作可以申请换岗，甚
至可以重新再找，虽然收入会少一
些，但对于整个家庭收益来说，影响
并不大，可是儿子的童年只有一次，
若等到我闲下来的时候再去陪他，
或许，他已经不再需要我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儿子，我

保证以后不会这么频繁地出差。“真
的吗？”儿子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我
点头，表示既然说到了，肯定会做
到。
我以为儿子会欢呼雀跃，谁知

道他竟然紧紧地抱着我说：“你真是
我的好妈妈，你就是我的礼物。”
我从来不是一个特别感性的

人，但此时，我的眼眶红了。

尊重孩子 走进童心

星期天，天气很好，碧空如洗，我
和儿子从街上吃完早饭回家的路上，
眼尖的儿子看到路旁电线杆下有一
堆醒目浓密的黑色，好奇地跑过去，
一看，原来是数不清的蚂蚁爬到一个
梨核上，密匝得像个小黑球。于是，我
们蹲下来讨论它们在干什么。我说是
在分享美食，儿子说是想搬家。
正在各抒己见时，女友打电话

来询问我给儿子报了什么课外兴趣
班没，我淡淡地回答什么都没报，上
完学就回家做作业，做完了就玩。现
在我们正在一起看蚂蚁搬家呢。
电话那头的女友听了，当即批

评我这当妈的不称职：现在都是一
个孩子，不好好培养，人家都报这学
那的，你居然还有闲心看蚂蚁搬家，
这不耽误孩子么……
放下电话，我神情郁郁的，和孩

子一起看蚂蚁怎么啦？孩子快乐，我
也轻松，这种感觉不是挺好么？为什
么要给孩子报课外的兴趣班上呢？

为什么要占用孩子不多的玩耍时光
呢？为什么不能让孩子过一个无忧
无虑的童年呢？
“妈妈，你快来看，这边，还有那

边，都有蚂蚁源源不断地来呢……”
孩子还目不转睛地盯着蚂蚁的动
作，可我的思绪还沉浸在刚才的电
话里。
儿子7岁时，身边的同事和朋友

空闲下来都讨论孩子们在辅导班的
学习情况，唯独我沉默不语。当听说
我儿子什么也不学时，他们都觉得
匪夷所思。我当时就反省是不是我
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是不是该学
点什么才正常？为证实我是一个称
职的关心孩子将来的好妈妈，随即
帮儿子报了陶艺、画画、围棋、看图
说话4个班。一到休息日，马不停蹄
地上兴趣班。最初的新鲜感过了以
后，儿子渐渐产生了厌学心理，而我
在往返接送之间也不胜其烦。我和
儿子都怀念没报辅导班前一起玩耍
的快乐时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
怎么玩就怎么玩。于是，一期结束
后，我决定不给儿子报任何班了，儿
子兴奋地跳起来拍手：“太好了，妈
妈，你太好了！”
“妈妈，你想什么呢？看，蚂蚁更

多了，它们是不是真的想搬走这个
梨核呀？”儿子抬起头，一双清澈明
亮的眼睛看着神情有点迷茫的我。
眼前这张小脸多么天真快乐啊，我似
乎忘却了刚才女友嗔怪的那通电话，
就在蓝天白云下，一起看蚂蚁搬家，
好好享受这份纯真的乐趣吧。只要孩
子快乐健康，我就是最好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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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从幼儿园接儿子回家。
在街道的一隅，屋檐下燕窝里的几只

幼燕叽叽喳喳闹得正欢。儿子见状，雀跃
着蹲在地上，打开我刚才带上的纸口袋，
虔诚地等待着。原来他早有预谋啊！我催
促他快走，可他纹丝不动，并轻描淡写地
说：“你回去做饭吧，待会儿我自己回来。”

人类最大的优点便是好奇，不一会儿
便有几个人围了过来，议论纷纷：“这小孩
儿在干吗呢，蹲着不累啊？”
“哈哈，这小家伙太可爱了，燕子会自

己掉下来吗？”
我的耳膜最经不起别人的折腾，便立

刻去拉儿子：“快走啊，燕子怎么会自己掉
下来呢？”
可儿子死活不依，仰着头说：“妈妈，

我昨天和爸爸路过这里的时候，就在地上
看到一只摔死的燕子，好可怜啊！”
听了儿子的话，我很感慨，看来儿子

是有正能量思想的，一股暖流在胸膛温馨
地流淌。我试探地问：“儿子，你想救它们，
这种想法是非常棒的。可是，你这守株待
兔的办法管用吗？”
没想到小家伙立刻一本正经地回答：

“妈妈，你说错了，这不是守株待兔，是守
巢待燕！”
我“扑哧”一声笑了。然后俯下身子，

对儿子说：“乖乖，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帮
你解决这个难题。”
儿子两眼放光，急切地说：“妈妈，什

么办法？”
“我们去弄一些杂草来，铺在燕窝的

下方，这样，即使小燕子掉下来，也不会摔
死了。”
儿子显然兴奋极了，激动地拉着我的

手说：“那我们快行动吧。”
我马上和儿子一起找来许多杂草，在

燕窝的下面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地毯”，逗
得又有一些人聚集过来。儿子摸了摸软绵
绵的“地毯”，骄傲地说：“这下小燕子不会
摔死了！”

大家纷纷竖起了大拇指：“这孩子真
懂事，从小就有这么强烈的同情心。”“做
大人的就应该这样教育孩子。”
他们的夸奖声飘进了儿子的耳朵，小

家伙害羞了，脸也红了。

再婚后，初入新家，我
心中忐忑不安，因为妻子
和前夫留下了一个不满 5
岁的顽皮儿子强强。
透过强强的眼睛，我

看得出他不喜欢我。那天，
妻子把强强叫到我面前，
让他叫我“爸爸”。强强直
往妻子身后躲，口中咕哝：
“我有爸爸。”急躁的妻子
一把拎过瘦小的强强，
“啪”地打了一下：“叫不
叫？”强强大哭起来。我推
开妻子，将孩子抱进房间，
为他擦去腮边的泪痕，并
将我买的变形金刚送给
他。强强仰起小脸怔怔地
望着我，摇摇头拒绝了。
为了取得强强的信

任，我决定在他身上“投
资”。强强的幼儿园离家很
远，我一改过去睡懒觉的
习惯，每天6点起床，做早
餐。然而，强强并不买账，
连我接送他上幼儿园都一
概拒绝。有一天傍晚，天下
起了大雨，他妈妈有事脱
不了身，我赶紧请假去接
强强。外面风雨大作，我冒
雨赶到幼儿园时，走廊里

只剩下3个孩子等着父母
来接。强强看见我后，冲进
雨中，摸着我的湿衣服说：
“叔叔，为了我，你的衣服
都湿了！”这一次，强强主
动坐上了我的自行车。
强强开始接纳我，每逢

假日，我主动挤出时间，带
着他到公园看小猴子爬山、
孔雀开屏。强强开心极了，
话也多了，有时还给我讲从
老师那里听来的故事。
有几天，强强闷闷不

乐地坐在一旁发呆。我多
次问他有什么心事，强强
只是摇头不语。一天，他向
妈妈透露了心中的秘密，
原来他想去看爸爸。妻子
怕我不高兴，没有告诉我。
我当即表示亲自送强强去
看他的亲爸爸。
当我把想法告诉强强

时，他瞪大了惊喜的眼睛，
竟然像小鸟一样一下扑到
我的怀里，搂着我的脖子
大声喊道：“爸爸！”我的眼
泪不觉夺眶而出，感到了
从未有过的幸福。我用真
情和诚心，赢得了强强的
信任。

流血流汗不流泪

一天，我去幼儿园接
团团。在回家的路上，团团
告诉我，他在幼儿园摔了
一跤，手都摔疼了。我问，
你哭了吗？团团答：流血流
汗不流泪，妈妈说的。看
来，大人的话在孩子心里
多么有分量。

“孤独”和“孤单”

一天中午，团团嚷着
要来小屋和我一起午睡，
他姥姥不让他过来。此时
我正在厅里，只听见团团
说：爸爸不跟爷爷（姥爷）
在一起，妈妈不跟爷爷在
一起，姥姥也不跟爷爷在
一起，爷爷多孤独啊！团团
知道使用“孤独”这个有些
抽象的词汇了。
又有一天晚上，团团

洗漱完后，姥姥就和他一

起上床睡觉。团团突然对
姥姥说：小屋就爷爷一个
人，多孤单啊！姥姥说，那
你就去陪爷爷睡吧。团团
又回答：那姥姥不是也孤单
了吗？团团真的是理解了
“孤独”和“孤单”这两个词
的含义了。

即兴作诗

我的女儿，即团团的妈
妈告诉我说，团团坐着爸爸
的车去郊区游玩，在路上，
望着敞亮的蓝天和飘浮的
云朵，团团即兴作诗：空山
太阳好，白云蓝天飘。
在团团2岁 8个月时

曾作过“云彩云彩快躲开，
我的飞机跑得快”的诗句。
他的这两句诗，还是与云彩
有关。至于“空山”二字，我
猜想大概与他知道的“空山
新雨后”那句唐诗有关，或
者说是他对所知诗句的又
一次适时运用。
如果按旧体诗的的平

仄、对仗要求，这两句在对
仗上尚不规则。比如“空山”
应和“蓝天”对仗才好。但
这毕竟是个只有3岁7个
月的孩子呀，能把自己眼见
和心想的实物组成句子，不
简单了。

给爷爷写本书

那天去幼儿园接团团，
往家走着时，团团对我说：爷
爷对我这么好，我要好好学，
长大了我也给爷爷写本书。
另一次，也是正往家走

着，团团又说：我好好吃饭，
长大个，厕所和厨房我都去
打扫，你和姥姥、爸爸、妈妈
都不用管了。
对于团团的心意，我首先

给予肯定，又对他说，爱劳动
很好，你现在主要是好好玩，
好好学习，长知识，将来好为
国家、为人民做更大的事情。
我想，在团团心灵深

处，感恩的意识萌动了呢！

5岁的女儿周末去了奶奶家，回来后
对我说：“妈妈，你再给我生个小弟弟吧，
这样我就不孤单了，遇到事情也有人商
量。”我一听这话，笑着对她说：“可是如果
有了小弟弟，你的玩具还有好吃的就要分
出一半给他，你乐意吗？”女儿听了这话，
半天没吭声，过了好久才说：“那就算了
吧。”

那天我把女儿从幼儿园接回来后，匆
匆吃了几口饭，就带着她去美术班，女儿
忽然叹了口气说：“妈妈，你还是给我生个
小弟弟吧。”我问：“为什么呀？你不怕他分
你的玩具和好吃的了？”女儿说：“有了小
弟弟,分了你的心,你就不会强迫我参加
那么多特长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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