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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海内东经第十三》中，
有一只怪物叫“雷神”：雷泽中有雷
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

龙一样的身体，人一样的脑袋，
只要敲击自己的肚皮，便会发出雷
声。
这是人们对“雷”的初次描写。
从环境看，这只雷，生活在吴地

西边的雷泽中，那么，雷应该是水神。
雷的确就是水神，不是水神的话，怎
么会带来大雨呢？只是，大雨前，它会
弄出不小的动静来，这是在告诫人
们，是我给你们带来丰沛的雨水，你
们要感谢我，你们要敬我，不要惹我。
《山海经·大荒东经第十四》里，

那只叫“夔”的怪物也挺厉害。
遥远的东海中，有一座流波山，

距离海岸线有七千里。山上有一种动
物，形状像牛，苍色的身体，没有角，只
有一条腿，它从水中出入时，一定是伴
着风雨的，它放射的光芒，像日月那样
明亮，发出的声音，像雷一样巨大。

如此说来，雷和夔，都是力量的
象征。

但，它们在黄帝面前，都是小动
物。黄帝将它们捉来后，用夔的皮蒙
鼓，用雷的骨头做槌子。这样的鼓做
成了，黄帝一擂，发出的声音可传到
五百里外，天下都被震慑。
黄帝和雷是有缘份的。他娶的正

妻就叫雷祖。
《山海经·海内经第十八》这样记

述黄帝的家事：
流沙的东边，黑水的西边，有两

个国家：朝云国和司彘国。黄帝的妻
子雷祖，生下了昌意。昌意后来犯了
错，被放逐到了若水，在这儿，昌意成
家立业，生下了韩流。这韩流，长得实
在不怎么样，怎么形容他呢？长长的
头，小小的耳朵，人一样的脸，猪一样
的嘴，麒麟一样的身子，罗圈腿，猪一
样的脚。韩流长大后，娶了蜀山氏的
女子，叫阿女，这阿女了不得，生下了
颛顼帝。

司马迁说，颛顼名叫高阳，是昌
意的儿子，黄帝的孙子，他没有写到
那个像猪一样的韩流。呵，不管这么
多了，反正都属炎黄子孙就是了。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对“雷”的
存在，仍然充满想象。

唐朝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下，
有如此记载：

或曰：雷州春夏多雷，无日无之。
雷公秋冬则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
状类彘。又云，与黄鱼同食者，人皆震
死。

这个想象相当有趣。雷州，春夏
季节，每天都要打雷的，所以叫雷州
啊。这雷呢，秋冬没有，去哪里了？哈
哈，躲在地里面呢。人们还从地里面，

挖到了雷，形状有点像猪，味道相当
不错。但是，特别告诫人们，鱼肉和猪
肉不能同食，要遭雷劈。至于为什么
不能同食，没有人说得清。

说雷像猪，不仅仅是李肇一个人
这样写。宋朝李昉等的《太平广记》就
引用两位唐朝作家写的雷：

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传

奇)"；身二丈余，黑色，面如猪首，角
五六尺，肉翅丈余，豹尾。又有半服绛
裩，豹皮緾腰，手足两爪皆金色。执赤
蛇，足踏之，瞪目欲食。其声如雷!(录

异记)"。
不过，在《录异记》里出现的雷，

样子还是挺帅气的：有角，有翅膀，有
强有力的尾巴，除了声音响亮以外，
战斗力也是很强的。
《太平广记》引《广异记》中就记

载了一场雷和鲸的战斗。
唐朝开元末年 !约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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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外的水面上空，有一只雷，在天
空中翻上翻下，它对着巨大的鲸鱼，
或向海面发射火力，或用力发声震
击，战斗一直持续了七天，海边上观
看的人群，每天都人山人海，也不知
道谁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只见远处海
水红红的一片。

其实，雷大可不必对鲸这么斗
狠，鲸也没犯什么错，只是为了显示
力量吗？

你应该是正义的化身呢！
北宋作家徐铉的《稽神录》卷一

有《茅山牛》就显示了雷的正义：
庚寅年间，茅山村中有个人在放

牛。天气晴好，放牛倌将所穿的汗衫
洗好，晒在草上，自己在一旁舒服地
枕着臂睡觉。等他醒来的时候，汗衫
不见了。只有边上一个邻居家的小孩
子在，他认为，一定是小孩偷了汗衫。
他就对着孩子大喊大叫。

孩子的父亲听到情况，急忙赶
来。问了原由，非常愤怒：生儿做小
偷，我还要生你干什么！就将小孩举
起，用力地丢到水中。幸亏小孩识得
一点水性，慢慢从水中爬上来，对着
他父亲说冤枉啊冤枉。父亲还是很愤
怒，又要将小孩举起丢进水中。

突然，乌云密布，天雷暴至，轰轰
轰，将牛给震死了。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那件汗
衫居然从牛的口中吐出。

雷做了一件大好事，否则，一个
冤案即将发生。

对于放牛人和小孩的家长来说，
都应该三思：放牛人在情况没有弄清
之前，不要乱猜测，瞎指责；家长也不
要见风就是雨，没有调查清楚，乱下
决定！孩子的品德教育的确很重要，
但是，得讲究方法，否则，“雷”都看不
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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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升入五年级，就“如何给孩
子选择合适的初中”这个问题，我开
了一次家长会，与家长们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和沟通。

首先，我给家长们详细介绍了孩
子选择初中的途径：“目前，孩子上初
中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就近入学，
根据孩子的实际家庭住址，给孩子分
配离家较近的公办初中。一些重点初
中对划片孩子的实际家庭住址查得
非常严格，学生实际家庭住址必须是
父母任意一方的房产证的详细住址，
并且孩子必须是长期居住的；二是择
校，择校就是参加一些公办初中和民
办初中的选拔考试。这两年来，在就近
入学分配之前，会事先组织一次民办
初中的选拔考试，另外，有些私立中学
为了吸收更优秀的学生，会提前在一
些培训机构里组织多次考试，提前签
约一部分学生；三是可以通过社会关
系给孩子选择适合孩子的初中。”

家长一听完马上举手要求发言，
大家希望我能推荐几所好学校。
“我想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好’与

‘不好’来评价一所学校。不同的学校
有不同的教学理念和管理方法，比如
有的初中比较看重升学率，对于学生
的功课抓得比较紧，作业量大，学生
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写作业上，根本没
有培养特长的时间。这些学校大力宣
传升入重点高中的人数比例，已然成
了很多家长的首选目标；有的初中则
比较重视孩子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教

学质量和升学率也很高。重视孩子能
力培养的家长喜欢选择这样的学校；
而有的初中与国外的学校成为联谊
学校，能为孩子将来出国留学提供更
多方便，有条件送孩子出国的家长比
较青睐这样的学校。
“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

一所初中比较好，关键要看家长是如
何为孩子打算的。只有家长心里对孩
子的将来有一个初步的规划，并详
细、全面地了解每所初中的情况，这
样才能做出一个初步的选择。”
“王老师，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些

学校呀？我们既不认识那些学校的老
师，也无法了解详细的内部信息！”一
个家长诉苦道。
“了解的途径太多了！”不等我回

答，一个家长主动说道，“你看，我们
可以直接去学校，通过与学校的领
导、老师沟通，了解学校的教学理念
和管理策略；通过和该学校的多名学
生交流，我们可以了解学校和老师的
教学理念、教学水平和教师配备的整
体水平；另外，很多学校在网上都有
自己的网站，我们可以多多浏览这些
网站；还有很多学校在每年的小升初
考试之前都会举办一些招生说明会，
我们可以参加。对了，我们班家长之
间不是有一个群吗？我们可以把自己
搜集到的学校的信息发在群里呀！”

这个家长一说完，教室里响起了
一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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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安静下来后，我接着说

道：“我个人觉得，在了解这些学校之
后，一定要好好分析一下每个学校的
利弊，看看哪所学校最适合自己家的
孩子。
“下面，我先以民办初中和公立

初中为例，简单分析一下民办初中有
哪些优质资源，公办初中又有哪些优
势。很多家长反映，民办初中在硬件
设施上投资比较大，校园规划合理、
美观，教室宽敞，教学和生活设施配
备整齐，宿舍、食堂、运动器材应有尽
有，孩子们比较喜欢；而民办学校最
让家长满意的是班额小，很多家长认
为班里人数少，老师就可以多照顾孩
子一些。这些年，私立学校通过考试
招收了一批优秀的小学毕业生，再加
上学校严格的管理，这些私立学校的
社会声誉越来越好。听到这里，你是
不是也很动心？根据这几年的情况来
看，家长是争先恐后地把孩子送进这
些民办学校。那么，孩子送进民办学
校以后，我们应该关注哪些问题呢？”

我的提问，居然没一个家长能回
答。也许孩子刚刚步入五年级，他们
谁也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我一字一句地说道：“第一，进入
民办初中，对于孩子的学习，你很难
帮上忙了。孩子一个星期五天都在学
校，双休日还要上很多课外班。这种
情况下，如果孩子具备主动学习的能
力，学习习惯比较好，家长还可以放
心；如果孩子的适应能力、主动学习
能力和学习习惯都比较差，家长就很
难帮到孩子了———因为我们没有时
间仔细分析孩子在学习中究竟出现

了哪些问题，即便发现了问题我们也
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孩子一起解决这
些问题；第二，进入初中，我们与孩子
的沟通少了。孩子上了民办初中，家
长很难及时了解孩子心理和行为上
的变化，很多初中生的思想还不成
熟，容易受朋友和同学的影响，在繁
重的学习压力下，孩子细微的思想变
化很容易被家长忽视，等到家长认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很晚了；第
三，有的民办学校为了追求高升学
率，对孩子的学业管理比较严格，作
业量较大，孩子没有时间发展自己的
特长和爱好，成了完全的应试教育。
“而公立初中就不一样了，孩子

不住校，有利于家长随时了解孩子的
学习情况和思想行为上的变化。家长
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较长，良好沟通的
机会较多，有利于孩子的人格发展。
另外，公立学校还有一个优势，那就
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学校的管理比较
成熟，不一味地追求升学率，比较重
视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
“但是老师，公立学校也存在很

多问题啊！”一位家长迫不及待地说。
“很多家长不愿意选公立初中的

原因之一，是班级的学生比较多，怕
孩子没有办法好好听课，而且公立初
中的学生大多是划片招生的，生源比
较杂，学习成绩参差不齐，孩子的品
行也有很大差别，所以一部分家长担
心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受到不好
的影响。一句话概括，学校的好与不
好，还得看适不适合自己家孩子的发
展，不能光看学校的牌子和名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