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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万

老师拽着一大个子男生走了进来，生

气地说：“给我走，简直不像话，为了女

同学打架。”万老师好不容易把男生拉

到了我面前。“教育你多少次，屡教不

改，请张老师帮我教育一下。”撂下这

句话，她就走出了办公室。

我放下手里的笔，问道：“你叫什

么名字？”他侧着身，昂着头，一言不

发。我继续问：“你怎么和同学打架

呢？”“我没有打架，我是在帮助同学。”

男孩振振有词。

打量着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男

生，我想起来了，前不久万老师就反映

过他喜欢班上的女生 Y，小 C 也喜欢

Y，他认为小 C“横刀夺爱”，所以多次

找小C“决斗”。

是直接指出男孩为了心仪的女生

打架不好，还是说他不该“早恋”？其

实，六年级学生对异性产生情愫是青春

期的正常现象，所以我转变了策略。

“你帮助同学什么？”我顺水推舟。

“小C欺负Y同学，我看不惯。”男生愤

愤然。“看来，你还是当代令狐冲啊，有

副侠骨柔肠。”我继续“攻心”，“其实，同

学之间相互喜欢很正常，这是一种很纯

真的友谊。我听说Y同学各方面都比

较优秀，大家都愿意与她交朋友。你可

以喜欢她，别人也可以喜欢她，班上每

个同学都可以喜欢她。”

这时，男孩的神情舒缓了些许。

“你们班喜欢 Y 同学的人是不是很

多？”我明知故问。“嗯，Y同学是学习委

员，成绩好，能歌善舞，喜欢她的人当

然多啦！”男生抬起头。“男女同学之间

的友情很可贵，应该好好保持，但是你

不该打架，这不是一个学生该做的

事。这样做既影响了班集体荣誉，也

毁了你自己在全班同学心目中的好印

象，谁会喜欢一个不守校规、破坏集体

荣誉的人呢？”

我的话起了催化作用。男生好像

认识到了错误，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小

声说：“张老师，我错了，我不该打架。”

“知道错了就好，希望你下去与小C同

学处理好这件事，给大家一个交代。

你和 Y 同学的纯真友谊值得珍惜，一

直保持到初中、高中甚至大学，俩人心

智成熟、找到工作后，如果还认为对方

是自己喜欢的，到时再谈也不迟。”我

开导着。

没想到，男生扬起眉毛，笑着说：

“张老师，我长大以后结婚的时候，一

定请你喝喜酒。”男生的豪爽令我颇为

惊讶，看来他开始解自己的心结了。

“不过，现在你应该好好学习，以

后成为优秀的人，那样才有更大的底

气喜欢别人。到时候，我一定参加你

的婚礼，喝喜酒。来，我们拉钩。”我伸

出指头。“拉钩，上吊，100 年，不许变。

张老师，谢谢你，我再也不打架了。我

一定好好学习，争取以后考上大学。”

男生激动地向我鞠了一躬，释然地走

出办公室。

后来，万老师对我说：“张老师，那

个男生从办公室出去后，好像变了个人

似的。”我忙问：“变好了，还是？”万老师

笑着说：“变乖啦，不再像以前那样爱打

架，学习也认真多了。”我急忙说道：“那

就好，小学生可塑性很强，有时候帮助

他们分析问题，再给出具体的建议，很

容易把他们引到‘正道’上。”

其实，小学高年级男生喜欢异性，

甚至为了心中的“她”打架是正常的

事。教师不能把“早恋”的帽子扣在他

们头上，这种贴标签式的教育，不仅无

助于学生正确理性地看待此事，而且

有可能把他们推入尴尬的境地，这不

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所幸的是，

我没有采取高压政策，而是理解学生

的想法是正常的，这就消减了学生抵

抗逆反的心理，为之后的沟通、疏导铺

好了路。

随后，我因势利导，帮助学生认识

到打架是不对的，同学之间纯真的友

情是可贵的，并为其指明了努力的方

向——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学生欣

喜地表达美好的想法，我及时赞同并

与其进行约定。试想，当初我若给他

一阵“狂风暴雨”，效果会怎么样呢？

答案不言自明。

班主任处理学生问题时，切不可

简单粗暴地对待，应该站在学生的角

度设身处地想一想，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唤醒学生心中美好的情愫，使其产

生向善求美的心理，从而起到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屏山县学苑街小学）

我教学生“谈恋爱”
□张道明

学生学生““恋爱恋爱””了了
怎么办怎么办

中小学生“恋爱”，

其实是青春期的正常现

象。许多班主任正是看

透了这一点，才会用巧

妙的方式加以引导，从

而获得双方都能满意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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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的女生孔孔向邻班的学生

周周投出了一封“求爱信”，周周的班

主任留芳老师很紧张。我说：“对这样

的事儿，不能不关注，也不能太关注，

也许过几天就没事了。”留芳老师犹豫

了一下，点头说：“或许吧。”

没想到，孔孔天天给周周写信，

而且原本对孔孔无感的周周居然被

“打动”了。这让留芳老师很忧虑。

我对她说：“过几天新鲜感过去，自然

就平息了。”

可事情的发展出乎我的预料。只

要周周上楼，高年级的孩子就趴在栏

杆上喊，“孔孔老公上来了！孔孔老公

上来了”！孔孔上楼，大家就喊，“周周

老婆上来了！周周老婆上来了”！

周周的手臂上居然还刻上了孔孔

的名字，是自己用圆规弄上去的。我

不能淡定了。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周一，留

芳老师向我反馈，孔孔和周周放学后

“约会”了好几次，这事情被家长知道

了，周末把他们各自关在家里。结果

他们跳窗出去，结伴到城里玩了一整

天，幸好没出什么事。

于是，我给留芳老师班里的孩子们

看了绘本《卤蛋》的一部分：卤蛋每回过

马路前，都要许下三个愿望：第一，千万

不要突然跌倒；第二，如果跌倒，千万不

要有冒失的车子撞到他；第三，如果真

的被车子撞了，一定要有好心的美女来

救他。孩子们笑得东倒西歪。

“为什么卤蛋祈祷‘一定要有好心

的美女来救他’呢？”我问。

“嘿嘿嘿嘿……”一个孩子红着脸

说，“他喜欢美女呗。”

我逗他：“看来你很懂卤蛋的心思

哦。接下来，卤蛋还有什么稀奇古怪

的愿望呢？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打出了“每次睡觉前，卤

蛋都要许下三个愿望”……“愿望”两

字后面是三条横线，等着填空。

卤蛋许下的是什么愿望呢？孩子

们猜测了一通之后，我出示了答案：卤

蛋每回睡觉前，都要许下三个愿望：第

一，希望明天上学不会迟到；第二，如

果迟到，不会被老师罚站在校门口；第

三，如果被罚站在校门口，不要被隔壁

班的小珍妮看到。

孩子们发现了：卤蛋祈祷中的美

女就是隔壁班的小珍妮，卤蛋喜欢小

珍妮。好，我要“请君入瓮”了。

“每个人到了卤蛋这个年龄——

也就是你们现在的年龄，都会对异性

朋友产生好感。”孩子们惊呆了，有的

还脸红了。“说说吧，你喜欢谁？”孩子

们都闭着嘴巴不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要不要听？”

一听说有秘密，孩子们来劲了，齐

声说：“要！”

“有一个像你们这么大的男孩子，

喜欢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孩子。”孩子们

盯着我。“不好意思，那个男孩子就是

从前的鄙人”。

“哄”的一下，班里像炸开了锅，孩

子们笑成一团。

“好了，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们了。

你们该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我了吧？”

孩子们坚决不肯。

“要不这样好了，你们先告诉我，

有还是没有？”我退让了一点点。

一个“愣头青”期期艾艾地站起来

说：“老师……我……没有。”

“心理学研究表明，到了你们这个

年龄，都会有喜欢的人，这是正常现

象。如果没有，那可能有点不正常呢。”

“现在，就把你喜欢的人的名字写下

来吧，不要让别人看到，也不准偷看别

人。”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纷纷拿

出本子，悄悄地写上了一个名字。

“喜欢是正常的，但是天天喊这事

儿呢，就不太正常。”我接着说，“如果

在读书的年龄去关注不该过分关注的

事情，好像也不太合适……”

这节课之后，再也没有人在楼梯

上乱喊了。孔孔与周周的事情也慢慢

淡化了，留芳老师也放心了。

故事还没完。暑假，我在学校值

班，孔孔来玩。我问她：“孔孔，你和周

周现在怎么样了？”

“哎呀，老师，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了，早分了！”

“为啥分呀？你们不是挺好的吗？”

“放假了，不在一起了，自然就分

了呗！”

故事还没完。4年以后，这群孩子

已经高一了，八九个女孩子结伴来看

我，叽叽喳喳的，像一群小麻雀。

坐定以后，我问孔孔：“你后来有

没有对其他男孩子有好感啊？”

“有啊，老师，我告诉你，我已经谈

了几次‘恋爱’了。最长的半年，最短

的只有两天。”孔孔眉飞色舞。

“两天就结束了？怎么回事？”我

很好奇。

“我喜欢一个高年级的男孩子，好

帅啊！喜欢了好几个月，终于在餐厅

与他搭上话了。可是与他谈话之后，

我发现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第二天

就分手了。”孔孔一脸轻松。

“原来，这就是一次恋爱啊？”

“哎呀，老师，你不懂啦，我们这个

谈恋爱不影响学习啦……”女孩子们

七嘴八舌地给我上起课来。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衢州市柯城

区尼山小学）

借用“卤蛋”的3个愿望
□赖建平

1988 年秋天，临沂街头白色的剑

麻花开得正盛，一嘟噜一嘟噜地垂挂

着，像极了路灯柱上的雪白灯泡。

我坐在姐姐的自行车后座上，抱

着行李，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有点回

不过神来。姐姐说：“到了。”在临沂

幼师报到处，我第一次见到了班主任

王有鹏老师。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整洁”：

洁白的衬衣扎在腰里，整洁健朗，白净

的脸上全是笑容。看着这张脸，仿佛

一朵圆鼓鼓的白色剑麻花一飘而过。

再看看四周，心里升起淡淡的失望，别

的班主任都是气质优雅的女老师，我

其实也希望自己的班主任是女的。

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在以后的

日子里，我是多么庆幸王老师做我们

的班主任。

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第一次远离

家乡，有的因想家郁郁寡欢；有的水土

不服，餐餐愁对食堂饭菜；有的受不了

舞蹈练功的苦，后悔选错了学校……

不过，入学后不久的一个周末，有

人传信让我去王老师家。

我到时已经有五六个同学在那

里，正说说笑笑地一起包饺子。在校

三年，每到周末王老师家就少不了去

吃饭的同学。炎热的夏日，我生平第

一次吃到了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小黄

瓜，每当忆起，那凉爽的清甜似乎还在

唇齿间；寒冷的冬天，在王老师家吃到

了罕有的韭菜馅饺子，那香喷喷的热

气仿佛还在眼前蒸腾……没过多久，

我们班的同学全都熟悉了、适应了，不

约而同地深深爱上了这所学校和我们

的班主任。

当年的学校正处于鼎盛期，一群

年轻美丽的舞蹈老师和音乐老师朝气

蓬勃，举办的活动也特别多，比如手

风琴、歌舞、演讲、校园剧、健美操比

赛……充实又快乐。每次比赛，王老

师都非常重视，出谋划策，制作道具。

我们全班 40 个女孩子年轻气盛，势在

必得。比赛获胜后我们欢呼雀跃，快

乐得像疯子一样，王老师嘿嘿一乐：

“不简单呀，再接再厉。”比赛失利了，

我们垂头丧气，摔摔打打，王老师照样

嘿嘿乐着：“锻炼了，尽力了，结果是最

不重要的。”我们继续纠结，王老师不

烦不恼，帮我们分析原因，居然还分析

出了失败的诸多好处。我们更加愤

怒，不料他还是嘿嘿地乐。

隔壁班的女班主任很漂亮，要求

他们班比赛必须拿第一，否则就大光

其火。哪怕得了第二名，也能听到她

的“狮吼功”，学生噤若寒蝉。哪像我

们 ，无 论 胜 利 、失 败 都 可 以 随 意 发

泄。如今的我也成了一名“资深教

师”，回想当年能有如此宽厚慈和、有

涵养、懂思辨的班主任，是多么幸运

和幸福。

其实王老师并非不求上进，相反，

他是个特别上进的人，但是他“只问攀

登不问高”。我们在校的三年间，他除

了原有的政治本科学历外，又自学获

得了历史和中文两个本科学历。

我们感到有点“不可理喻”：“可真

是个‘老学究’，本科学历一个就够了，

费那么大劲弄那些干嘛，搞批发啊？”

他却经常劝我们趁年轻多读书充实自

己，否则连小知识分子都算不上。

他郑重其事地在黑板上写：几月

几日是成人高考时间，几月几日是自

学考试报名时间……我们正沉浸在学

校多彩的生活和不着边际的幻想中，

所以对此也只是随便看看听听罢了。

但王老师的课我们都喜欢。他教

我们政治，连比较枯燥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都能讲得深入浅出，别有生趣。

现在想来，我们能够很快走出偏执，学

会用辩证法打理工作和生活，都得益

于他的课堂。

当年的王老师只有 20 多岁，但似

乎有着跟年龄不相符的“老道”。在全

校做专题报告，会场时而鸦雀无声，时

而掌声雷动。

王老师对学生的关爱总是不动声

色。多年以后，一位同学告诉我，有一

天王老师“轻描淡写”地告诉她，她家

里可能出了点事，公安局的人要问她

几个问题，还嘱咐她不要害怕，跟她本

人没有关系。等她从气氛森严的保卫

科办公室擦着眼泪走出来，正担心老

师会问什么时，王老师擦肩而过，让慌

乱的她帮忙把全班同学的作业本整理

一下再抱到教室。一来一去，到了教

室她已平静许多，而王老师再也没主

动提这件事。

寒冷的深夜，他送生病的同学住

院，通宵不眠；杨柳依依的春天，他带

我们去游园；荷风习习的夏天，他带全

班同学一起爬泰山；黄叶翩翩的秋天，

他带我们去沂河岸滩野餐……三年

里，王老师总是笑脸示人，一如白净儒

雅的剑麻花。

时过境迁，已成为齐鲁名师的王

老师还坚守在教学一线，默默地读书、

教书、做教育科研。他很受中学生欢

迎，有的学生感觉无望想放弃学习，王

老师诚恳地劝他们“多学点儿，少学点

儿，多少学点儿”“早进步，晚进步，早

晚进步”。简单的话语却充满了哲

理。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面对比赛

结果，王老师给我们的一大影响就是

“胜也好，败也好，尽力就好”。

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教师，我

从班主任王老师那里学到许多。

亦师亦友，吾师王有鹏。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第一实

验小学）

吾师王有鹏
□孙运雀

我的班主任我的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