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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的周末，我们一家人去干江
白马岙海滩游玩。在家里闷了许久，外出
透透气，蓝天、白云、大海、沙滩，大自
然的辽阔，让人顿觉心情舒爽。

我的孩子在辽阔的沙滩上跳跃，追逐
着浪花、用沙子堆城堡，孩子们玩得不亦
乐乎。不时，沙滩上还爬来一只灵活的小
螃蟹，可把孩子们逗乐了，三个小孩围着
螃蟹好奇地观看起来。在海边玩耍，有书
本上找不到的乐趣。

我也陪着孩子玩，跟她一起堆沙包，
展开自己的想象力，我们堆了一列长长的
小火车，火车头、火车厢、火车尾，小悦
跟着打下手，小手抓来一小把沙子放妈妈
手上，堆成一节节小车厢，整个过程，孩
子认真、专注，堆完了，小悦开心极了，
还对着我说：“妈妈，我可以坐火车吗？”

“可以啊，妈妈带小悦出去玩了。”孩子幸
福地眉开眼笑。

堆完城堡，小悦肉乎乎的小手拉着
我，奶声奶气地叫道：“妈妈，陪我下去
玩水。”一遍又一遍，看到孩子开心地追
逐海浪，踩着浪花，小小的脚印像一串串
快乐的音符，拍打在柔软的沙滩上，心儿
也跟着绽放了。这一天孩子们开心又满
足，与大海、沙滩亲密接触，就是他们最
美好的时光。

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我也仿佛回到了
自己的童年，那么无忧无虑，那么容易满
足，简单且快乐。有时候，真想当个孩
子，而不想长大。童年的世界，有无数的
可能，有无数的想象。孩子们都是一张张
未上色的白纸，可绘出五彩斑斓的明天。

遥想自己小时候，未尝不是这样。不
知忧愁，有无数梦可以做，可以天马行

空，以为活着有无数的可能，生命无比悠
长。但当我逐渐长大，读得书越来越多，
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的梦想变得越来
越少。我的思绪渐渐从空中落到了大地，
就这样触地了，很多的事物变得越来越具
像，想象的空间萎缩了。我长大了，人生
轨迹清晰可见，路已然铺好，变数越来越
少。忽然间，感觉很多东西在失去，好想
追回，但都已成往事。

生于 1979年的我，正处于改革开放
初期，当时物质匮乏，但童年的我，记忆
里依旧是简单、快乐而幸福的。

记得学生时代，我们玩的游戏都是纯
天然的，不像现在孩子有这么多玩具，我
们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我们玩丢沙包，
沙包是自己请求奶奶用缝好的小布袋，装
上沙子或大米，填满5个鼓鼓的小包。一
下课，开心地跟同学一起玩丢沙包游戏。
女孩子喜欢丢沙包，男孩子则喜欢玩打纸
包、滚玻璃弹珠。记忆中，我们的童年课
间十分钟是丰富多彩且快乐洋溢的。下课
铃响后，同学们仿佛一只只脱缰的野马，
一下子活跃起来，快速地跑到外面去跳皮
筋、翻跟斗、玩系红领巾、跳房子等游
戏。整个操场顿时充满了生气，就像锅里
的沸水，闹腾得上下翻滚，热闹异常。

放学后，做完作业的我们，还有很多
时间玩耍，跟邻居小朋友一起玩过家家，
打羽毛球。春天来了，在大山里，寻找映
山红；夏天来了，在田野里，追逐萤火
虫；秋天来了，在果林里，采摘红柿子；
冬天来了，在雪地里，做雪人打雪仗。多
么美好的童年，现在想来依旧很怀念，一
个个有趣的画面在脑海中翻阅着。

我还想念小时候的社戏、露天电影。

在上世纪 80年代，娱乐生活单一，社戏
与电影成了村民主要精神粮食。每逢暑
假，小学操场上都会放映露天电影，还有
传统的社戏。这是村子里最热闹的时候，
几乎全村涌动，男女老少如流水从四面八
方涌向操场，村民自带凳子，早早到舞台
下抢位置，等候演出。夏日的操场上，除
了看戏的村民与做戏的戏子，还有许多小
商贩，他们摆摊卖小零食、小饮料吸引着
贪吃的小孩子。有爆米花、麦芽糖等小零
食，还有解渴的冰棍、石莲等。看着精彩
的越剧，听着婉转的越音，吃着可口的零
食，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无比美妙的事。
现在看来，小时候的零食虽单一，但那时
却是孩子心中最好的美味。

小时候对于物质贫穷，我有着非常深
刻的记忆。那时，经常会没有电，写作业
经常要点蜡烛与煤油灯。我没有自己的课
桌，奶奶那褪了色的衣柜给我用来写字。
那时候卫生条件很差，家家户户都没有卫
生间，上厕所都是用马桶，夏天更是气味
难忍。那时候卫生差，苍蝇蚊子满天飞，
大人小孩子头上长虱子都是很普遍的，为
了除虱子，学校里都会统一给学生发放药
水除虱子，现在想来都是奇谈，但当时卫
生条件真就如此。现在回想，在那个追求
温饱的年代，连讲究卫生都是奢侈的，周
围的环境几乎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
而今，经济发展了，百姓都对生活要求也
高了，家家户户都住上宽敞整洁的房子，

有干净的卫生间，卫生条件极大改善。
改革开放 40年，中国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
了，物质越来越丰富，卫生条件越来越
好，衣食住行全方位提升，百姓生活幸福
指数越来越高。我也暗自庆幸自己生在中
国，也为我的下一代能生活在如今这样一
个欣欣向荣的时代而欣慰。

看着在海边尽兴玩耍的女儿，我想，
她们的童年早与我们不一样，在这个崭新
的时代，她们将会有一片属于她们的美好

蓝天。 小绘/文

最近，演员贾静雯凭借在电视剧《我
们与恶的距离》的精彩演出，夺得金钟奖
最佳女主角。对贾静雯来说，非常不容
易，从业 29 年，45 岁终于夺得视后。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贾静雯首先感谢了她
的母亲。她说：“感谢我的母亲，我父亲
去世的早，是母亲教会了我勇敢和面对，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放弃过。”

正如贾静雯自己所说，她一直都很坚
强，面对挫折从没退缩。

20岁，贾静雯的爸爸患癌症去世，留
下百万债务。作为家中长女，贾静雯毅然
站了出来，扛起了一家人的生活。

她先是放弃北京电影学院学业，接着
每天疯狂拍戏，最难的时候曾经两年拍16
部戏，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终于在 26
岁那年还清家庭债务。

35岁，婚姻遭遇变故，名誉被前夫诋
毁，女儿被前夫控制，贾静雯依然没有放
弃，即使面对媒体以泪洗面，即使付出高
额离婚费，她也要和前夫离婚，夺得女儿
的抚养权。

最后经过三年的争取，贾静雯终获得
女儿的共同抚养权。此后贾静雯也没有一
蹶不振，而是更加积极地生活，演戏、健
身、陪伴女儿，40岁时遇到了真爱，如今
一家人过得幸福美满。

相比贾静雯塑造的精彩角色赵敏、武
媚娘，贾静雯本人凤凰涅槃的经历和不惧
困难的个性，更加光彩照人。

心理学研究表明，成功=20%智商+
80%情商和逆商。

贾静雯正是因为有高逆商，才收获幸

福。
贾静雯感谢母亲教会了她勇敢面对，

不惧困难，而作为父母，我们也应该给孩
子培养抗挫力，让他们面对逆境时，越挫
越勇，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抗挫力越强的孩子越快乐

前段时间，有一个“10岁男孩增肥救
父”的新闻争相被人民日报、新华社报
道。

很多人说，10岁的孩子，每天吃5顿
饭，三个月增肥 30多斤，捐献骨髓拯救
患白血病的爸爸，这份懂事和孝顺，太令
人感动。

其实小橙子更是被这个男孩的坚强和
乐观触动。从2018年8月，男孩路子宽知
道爸爸患了白血病那一刻起，他就没退缩
过，而且一直都非常乐观。为了增肥，路
子宽每天吃到睡不着，但是他并没有觉得
痛苦，反而每天都去称体重，然后跑去爸
爸面前高兴地说自己又胖了几斤。除了增
肥，路子宽还要随家人到各地检查，同时
要克服对生死的恐惧，但是他从来没哭闹
过。

在医院谈到爸爸的身体情况，他拍拍
胸脯，眼睛笑成弯月：“我的身体好，以
后爸爸的身体会和我一样好。”

路子宽还时常跟病房里的爸爸视频，
鼓励爸爸要坚强。吃胖了以后，同学给他
取外号，他也不在乎：“那是因为你们都
不知道我要救爸爸。”

目前路子宽爸爸的骨髓移植手术已经

成功完成，路子宽也回到了学校。
生活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相信

这个不惧困难、始终保持笑容的小男孩，
会一直快乐下去。

北京大学 2019年开学典礼上，北大
物理学院高原宁教授的发言，有一段话小
橙子印象深刻：在北大，挫折感会是一个
比较容易得到的东西，因为身边优秀的人
太多了。举个例子，第一次考试成绩出来
了，总有一些人的成绩是要排在50%的人
后面，这对一直以来都是班上排在第一名
的你们来说，可能会感觉这是灾难性的。

其实不仅在学校，孩子们要面对成
绩、特长等不如别人，从孩子呱呱落地那
一刻起，就要遇到很多困难，常常都会有
挫折感。抗挫能力强的人，面对困难不会
害怕，而是去找方法解决，并且相信自己
可以做到，这种人会过得更快乐。而抗挫
能力不强的人，面对困难，就会退缩，然
后各种抱怨，郁郁寡欢。

抗挫力越强的孩子越可能成功

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是一个非常
看重抗挫能力的人，曾经还在华为内部以

“烧不死的鸟是凤凰”“从泥坑中爬起来的
是圣人”等为主题开分享会。任正非本人
也是一个抗挫力极强的人。

任正非年幼时，家境非常贫寒，一家
7口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每当到了
月底还要靠母亲去借钱度饥荒。吃饭，他
们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否则可能有弟
弟妹妹被饿死。睡觉，两三人盖一床被

子。
高三复习，任正非实在太饿了，经常

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但即使在这
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任正非还是凭借自
己的努力和勤奋考上了大学。

44 岁时，任正非做一个项目失败，
被迫离职，还背上了 200 万元的债务。这
时妻子又和他离婚，他一个人带着爸妈、
弟弟妹妹等一家老小挤在深圳的棚屋里。

上有老下有小，还背负巨大的债务，
可以说人生被逼到了绝境。

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把任正非击倒，
在逆境中他踏上了下海经商的道路。
1987 年，他集资 2.1万元人民币创立华
为，靠代理某程控交换机获得了第一桶
金。

在任正非的努力下，华为一步步壮
大，并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

美国心理学家埃米莉·沃纳，曾经追
踪了 200多个流浪儿的成长经历，30年
后，她发现只有 60多人拥有了成功的人
生，而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抗挫力强。

正如贝多芬所说：卓越的人一大优点
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饶。

对待挫折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今后
的人生成就。面对逆境，努力抗争，百折
不挠的人，终会成功；浅尝辄止，一番争
取之后，偃旗息鼓的人，只会碌碌而为；
而一陷入困境，就心怀恐惧，绕着问题走
的人，注定失败。

如何培养抗挫力

孩子抗挫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
需要父母注意以下三个养育问题。

放手让孩子去经历他本该经历的挫
折。郭德纲曾说： 吃亏要趁早，一帆风
顺不是好事，从小大伙儿娇生惯养，没人
跟他说过什么话，65岁走街上谁瞪他一
眼，就可能猝死。

的确如此，话糙理不糙。很多孩子遇
到一点事情就寻死觅活，大部分原因都是
父母保护得太好，导致他们从来没经历过
什么挫折。对于这种情况，斯坦福大学新
生教务长ulieLythcott-Haims在《如何让孩
子成年又成人》一书中，给出了“18岁
前，最好让孩子体验的 10个人生挫折”，
当孩子面对这些问题时，父母可以暂时站
到一边。

1、朋友出去玩时，未获邀同行。
2、没被邀请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 3、
体验宠物或亲自栽的小树的死亡。4、花
了功夫写论文，成绩仍然不理想。 5、出
门在外时，汽车抛锚了。 6、被告知想去
的班级活动或项目满员了。7、因为帮助
老人，错过了一场演出。 8、受到莫名其
妙的指责。 9、被另一个孩子打了。
10、某门考试考得非常差劲。

引导孩子正确认识失败

首次提出“逆商”一词的美国著名职
业培训大师保罗·史托兹 (Paul Stoltz）曾

提到，逆商高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正确认
识失败。

以色列是申请专利发明最多的国家，
拥有众多敢于创新和勇于创业的年轻人，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最近热播的纪录片
《他乡的童年》里有答案，就是他们在对
孩子的教育中，非常注重失败教育。

无论是在家庭、学校还是社会中，大
家对失败的包容度非常大。

民众会把登月失败的三个年轻人封为
全国英雄，因为他们不惧失败，勇于尝
试。

投资者会给创业失败的人投资，因为
他们认为失败者积累了经验，更能避开已
经犯过的错误。

当孩子失败了，犹太人会对孩子说：
“失败了没什么了不起，就像摔了一跤，
你爬起来想想刚才为什么摔跤，然后就会
走得更好。”

“失败不是坏事，失败意味着积累了
更多经验”，这是多么好的教育。

问题即机会。同样，失败即成功的契
机。如果孩子从小接受这种教育，当失败
或者挫折来临时，就不会灰心丧气，而是
越挫越勇。

无条件接纳孩子

法国神经精神分析学家鲍里斯·西吕
尔尼克通过研究发现，那些抗挫力强的
人，往往具备一个因素：童年时期被父母
无条件接纳。

被无条件接纳的孩子，知道即使自己
做得不好，父母也依然会爱他；即使自己
失败了，背后还有父母的支持。所以他们
无惧挫折。

但是生活中很多父母往往做不到。
今年 2月份，有一个孩子因为被责令

回家补写寒假作业后，跳楼自杀了。遗书
中留下这样一句话：“爸爸妈妈，我知道
你讨厌我，我走了，请不要伤心难过。”

最近还有一个“男孩没考好被妈妈扔
在马路上”的新闻也上了微博热搜。

这样的父母都是在有条件爱孩子，
“考好了妈妈就爱你，没考好妈妈就不要
你”的养育方式会让孩子极度自卑，面对
困难时，多半会选择退缩。

因此，父母务必要无条件接纳孩子，
没考好或没做好时，可以批评指正，但切
勿辱骂、殴打甚至抛弃。

比尔盖茨曾对他的女儿讲过一段话：
无论遇到什么不公平，不管它是先天的缺
陷还是后天的挫折，都不要怜惜自己，而
要咬紧牙关挺住，像狮子一样勇猛向前。

相信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面对
困难时，拥有像狮子一样的勇气，但是强
大的内心不是一句鼓励话就可以养成，还
需要父母真正做到无条件接纳、放手和引
导孩子正确认识失败。

愿我们都能尽力做到，愿孩子的内心
都能越来越强大。

小橙子/文

致那远去的童年

有远见的父母，都会给孩子这种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