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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第一次学会爬的

时候、第一次学会走路的时

候、第一次学会叫爸爸妈妈

的时候、第一次学会用筷子

吃饭的时候……在孩子逐渐

成长的过程中，相信许多父

母都会有不少感慨，也会有

不少想对孩子说的话。对

此，您有什么关于孩子的成

长故事想与我们分享吗？欢

迎大家来稿交流。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

明确。请在文末标明您的

姓名、地址、邮编，并在邮

件标题中注明参与讨论的

话题。

邮箱：jswmtl@163.com

336915724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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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爸爸为你骄傲
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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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给孩子树个标杆
颜克存

帮孩子化解完美情结
许会敏

‘’

和孩子一起找“年味”
刘亚华

很多家长都害怕过冬，因为天气

越冷，孩子就越容易生病。尤其近段

时间，婴幼儿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

期，当孩子出现咳嗽、痰多等症状时，

很多医生会建议孩子进行雾化治疗。

不少家长为此感到苦恼，纷纷询问儿

科医生关于雾化的问题。

有家长认为，雾化治疗的副作用

很大，有时还要雾化激素，是不是对

孩子有伤害？雾化是不是只有孩子感

冒咳嗽才可以使用？给孩子雾化治疗

需要注意什么？雾化过程中，孩子哭

闹是否效果更好？

让我们听听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儿科医生张亚停的意见吧！

雾化治疗优点多

雾化吸入是临床治疗呼吸类疾

病的一种手段，雾化吸入疗法直接作

用于呼吸道，与口服药物、肌肉注射

给药、静脉输液给药等全身用药相

比，具有用药剂量小、见效快、全身副

作用少等优点。

张亚停指出，雾化的给药方式非

常便捷，而且也能有效降低不必要的

用药量，只有全身用药的 1/5。显然，

雾化效果好，用药少，副作用也少，这

种“定点打击”完全比吃药和输液更

安全。之前网络流传的雾化等于口吸

抗生素，是谣言不可信。

雾化治疗有多种用途

孩子经常咳嗽，不管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咳嗽，治疗上都需要给孩子冲

洗呼吸道，有利于控制咳嗽。而最简

单的方法就是使用雾化进行治疗，以

吸入的方式冲洗呼吸道，有效地清除

病菌或过敏原。同时，雾化不一定是

孩子感冒咳嗽才可以使用，雾化吸入

疗法可以治疗支气管哮喘、咳嗽变异

性哮喘、感染后咳嗽、婴幼儿喘息、肺

炎支原体肺炎、急性喉炎、支气管炎、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等儿童呼吸系统

疾病。

注意几点 雾化效果更好

有家长认为，孩子在哭闹过程

中，嘴巴张大、大口呼吸，能使雾化达

到最佳效果。张亚停强调，孩子哭闹

时，因为不能充分地进行通气换气，

会减少药物的吸收和利用。所以孩子

在安静状态下，雾化效果更好，因为

安静的时候能吸入更多的药物。

在雾化时间上，以孩子吃奶或者

吃完辅食后 1~2 小时再进行雾化为

宜，这样可以防止排痰、气雾等刺激

引起恶心和呕吐。

雾化吸入通常需要 5~10 分钟，

尽量不要中途停止，以免影响治疗效

果。如果孩子剧烈咳嗽或者不配合可

以暂停吸入，等孩子停止咳嗽或者状

态好的时候再继续。在喷头的选择

上，3岁以下的小孩子通常很难配合

口腔吸入，建议选择面罩式喷头做雾

化吸入。

雾化后要给孩子洗脸和漱口，用

面罩做雾化吸入的孩子，做完后要及

时洗脸或用湿毛巾擦脸，着重清洁面

罩覆盖区域，防止残留的药物刺激皮

肤。在雾化的过程中，家长要随时注

意观察孩子的状态。如果出现口干、

恶心、胸闷、气促、心悸、呼吸困难等

不良反应，要及时就医。

（据《广州日报》）

我想对你说

儿子是个典型的处女座，凡事

都要求完美，宁愿为此付出更多

努力。所以自上幼儿园开始，他就

成了大家眼中“别人家的孩子”。

绘画全市获奖、珠心算比赛夺冠、

评比表上小红花最多，被老师表

扬是每天的常规模式，被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发红包奖励，更是家

常便饭。

学习好、积极向上、懂事……

渐渐贴在他身上的这些标签，不

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荣誉感，也

让我万分庆幸自己有个省心的孩

子。那时候，听他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妈妈，我要把所有的事

都做到完美，让你们都高兴。”每

每有家长表达艳羡的时候，我虽

嘴上谦虚和客气着，心里早就乐

成了一朵花。但是，任何事情都别

太早下结论，成长的道路上荆棘

丛生，摔跟头这事没有谁躲得过，

只不过被绊倒的坑各异罢了。

出现问题是在他三年级的时

候，期中考试成绩公布那天他哭

着回来，因为一时疏忽，他拼错了

一个词语导致被扣了2分。尽管我

和孩子爸爸都劝他说：没关系，下

次注意就好。可他始终耿耿于怀、

无法释然，以至于之后的一段时

间，他对自己严苛得有点过分。作

业中的每一道题他都反复检查好

几次，这就使得他耗费了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而且对于分数过分

的紧张和在意，也让他变得敏感

和偏执，时刻处于得不到100分的

焦虑当中。

正是他所表现出的这份不该

有的焦虑，让我感觉到了不正常。

在我看来，不管大人还是孩子，亦

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存在着失败或

失误的风险，又有谁总能做到完美

无缺呢？虽然我们都在尽量规避风

险，努力做到尽善尽美，但不能事

事都要求毫无瑕疵，否则这样的人

最终必然会因不堪重负而垮掉。所

以我决定，趁着问题处于刚刚萌芽

阶段，赶紧帮他解决掉。

前些天周末，我带他来到了一

家大型商场的儿童娱乐区，那里

有他最喜欢的乐高玩具，我鼓励

他拼装最喜欢的机器人。因他此

前并未尝试过，并且那个机器人

结构非常复杂、部件繁多，很难成

功，但我还是鼓励他试试：“大不

了失败，只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就行了，去试一下。”

就这样，我们一起开始按照图

纸拼装起了机器人。过程的确繁

复漫长，一直到我们两个人都已

经饥肠辘辘，机器人连三分之一

都没拼完。我对他说：“现在我们

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去吃饭，你觉

得呢？”“那它怎么办？”看得出他

很犹豫，这样不完美的结局，平时

在他的生活中很少发生。于是我

对他说：“只要我们尽力做了的

事，就不必太过在意结果。你要知

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要

学会更理性地面对和接受失败。”

听了我的话，他若有所思地点

了点头。接下来的日子，我也开始

着意针对他的“完美情结”，给予

正确的引领和疏导，让他学会出

了问题第一时间修正和弥补，并

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学

会“吃一堑，长一智”，因为在我看

来，积累经验与教训，远比每次都

完美更有利于他的成长和进步。

冬天天气寒冷，我们吃了晚饭

后喜欢早早地躺在床上抱着手机

玩，沉迷于网络世界。有时迷到深

处，竟忘了身边的孩子也在看着，

时间长了，儿子阳阳耳濡目染，也

和我们一样，痴迷地恋上了手机。

儿子恋上手机，起初我和妻子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觉

得这样很好，他一个人玩自个儿

的，既不哭闹，也不打扰我们，真

是美哉！

可是后来，儿子晚上玩手机的

时间越来越长，早上该起床时，更

是怎么也叫不醒他。有时候刚叫

醒，他翻个身又呼呼大睡了，甚至

吵着说不想上学了，为此有好几

次还打了他的小屁股。

孩子早晨老是起不来床，经常

迟到挨老师批评。我和妻子也很

焦虑，因为这不仅影响到了他的

学习，还影响了我和妻子的正常

上班，但我们一时也没想出什么

好方法来。

直到有一次孩子的外婆来了，

在聊天的时候听我们说起此事，

便责怪我们说：“看你们都是当父

母的人了，咋就不知道给孩子树

个标杆呢？你们是孩子最亲近的

榜样，你们夜里玩手机早上起床

都艰难，更何况是孩子，再说小孩

子每天的正常睡眠时间本来就比

成年人要长，你们这样还影响孩

子的身体健康呢。”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思前想

后，我觉得孩子外婆说的一点没

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不好的习

惯纠正过来，以免造成更加严重

的后果。

于是，我和妻子决定首先给儿

子树个标杆，我们约定：凡是没有

特别重要的事，只要下班回家就

把手机收起来，不在孩子面前玩

了。同时我们还坚持和以前一样，

早早上床，但是把玩手机变成了

讲故事。

看我和妻子不再玩手机了，儿

子开始还有些不习惯，说上床早

了睡不着，要玩一会儿手机再睡。

面对儿子的恳求，我和妻子没有

严厉批评他，而是跟他讲道理，告

诉他为了能够保证睡眠，从此以

后我们谁都不玩手机了，长时间

盯着手机看不仅会伤眼睛，还会

影响学习和工作。而且爸爸妈妈

还会给你讲故事，也不会无聊的。

儿子逐渐明白了其中利害，还告

诉我们说要互相监督，共同进步。

就这样，没过多长时间，我们

和孩子的生物钟全都调整过来

了，早睡早起，儿子上学也再也没

有迟到过了。

经过这件事后，我们深刻地明

白身为父母，我们是孩子最亲最近

最信任的老师，以身作则为孩子树

个标杆，既是我们的责任，更是让

孩子养成好习惯最好的办法。

“妈妈，电视里老说年味，可什

么是年味呀？”女儿怏怏地问我。

“年味，就是年的味道呀，譬如贴

春联、贴福字、挂灯笼，这些都是

年味。”我认真地告诉她。

“哦。”女儿失望地回答我，

“过年，一点味道都没有。”听她如

此说，我很惊讶。想起小时候的

我，多少盼望过年呀，于是我决

定，和孩子一起去寻找“年味”，让

她爱上过年。

走到超市里，我指指那些琳琅

满目的过年货品：春联、红包、灯

笼、大礼包……看到摩肩接踵的人

群，都在忙着采购过年的货品，女

儿感叹道：“呀！这里有年味。”

“是啊，你看这些人忙着准备

过年，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过

年，又是多么幸福的事。”我总

结道。

以往，春联、福字我都是买现

成的，女儿很少参与。我觉得有必

要让孩子参与到制造年味中来，

于是一改常态，对女儿说：“宝贝，

今年，我们家的春联，年画和福字

都由你来完成，如何？”女儿没想

到我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

她 ，又 惊 又 喜 ，很 爽 快 地 就 答

应了。

我买来红纸，和女儿一块儿裁

成长条，女儿摆好笔墨，认真地写

字，这是她第一次写春联，春联的

内容是：“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

如意步步高。”横批是“吉星高

照”。虽然女儿的字写得并不怎么

好，但她很快乐，她说她会努力练

好字，以后咱们家的春联，都由她

负责。

我们家有好几年没有贴过年

画了，贴年画，也是一种重要的年

俗呀。我决定，今年，让爱画画的

女儿自己画一幅年画。画什么好

呢？我想了想，让她画个大鲤鱼

吧！铺开画纸时，她问我：“妈妈，

这幅画要贴在我家大门上吗？那

不是很多人看到呀？”

“当然，来我们家的所有人都

能看见。路过的邻居也能看见。”

我认真地告诉她说。女儿听了，更

加认真地画了。

画完年画，我们开始剪窗花。

我在网上找了几个剪窗花的视

频，女儿没看几遍就学会了。她高

兴极了，嘴里一个劲地唠叨：“没

想到，我也能剪出这么美的窗花，

这个贴餐厅，那个贴卧室，那个贴

奶奶的房间里。”她一口气剪了二

十来个“福”字，见有多的，又给楼

上楼下的邻居都送了好几张，大

家 都 夸 她 是 个 心 灵 手 巧 的 小

姑娘。

“妈妈，我又有了一个想法。”

送完“福”字，女儿兴致勃勃地

说：“我今年要好好练字，争取明

年的春节，给所有的邻居都送一

副春联。”

看着她自信而快乐的样子，我

知道，这个春节，她一定觉得非常

有意义。我还偷偷地买了一套新

衣裳，一顶新帽子，一双漂亮的新

鞋，准备大年初一的早上放在她

的枕边，“过新年，穿新衣，戴新

帽。”那不仅仅是惊喜，那也是一

种年味呀。

儿子：
翻过年，你就 5 岁了，我突然

想和你交流几句。

上 周 末 ，我 带 着 你 上 街 玩

耍，经过一个路口时，刚好遇见

一位颤巍巍的老爷爷，他拄着一

根竹棍，每走一步都不容易，要

经过人流和车流繁忙的十字路

口更难。

儿子，那一刻爸爸本想快步

离开，因为爸爸觉得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但小小的你却把不解的

眼神投向了我，天真的你也许在

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帮老爷爷？

在你眼神的注视下，我改变

了主意。绿灯亮了以后，我让你

上前牵住老爷爷的一只手，我们

共同搀扶住老爷爷，缓缓地向街

对面走去。老爷爷的腿脚很不方

便，尽管我们合力搀扶，但老爷

爷挪动的步子依然很慢。

绿灯很快变红，我料想肯定

是走不过去了，那样我们就会被

裹挟在滚滚车流中，这种进退维

谷的隐患和风险让人惧怕……

可是，令人感动的一幕出现了，

十字路口等候的公交车和小汽

车没有一辆启动，也没有听到任

何不耐烦的鸣笛声，那一瞬间世

界仿佛静止了，不知道你是否跟

爸爸一样有一种隐隐的自豪感。

搀扶老爷爷走过路口后，车

队在我们身后缓缓通过，这时更

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你恍然

悟到了什么，突然躬身向通过的

车流行了一个鞠躬礼。儿子啊，

爸爸很感动你学会了感恩。

儿子啊，当晚你妈妈听说这

事以后，她也为你感到骄傲。我

相信今天这一幕幕，都在你心里

留下了一个个骄傲而温暖的瞬

间，让你长大后也做一个文明懂

礼、心地善良的男子汉！

儿子，你是我们的骄傲！

爱你的爸爸

孩子，医生说妈妈的预产期是

4月 29日，可你就是待不住了，终

于在 4 月 23 日那天的清晨，闹腾

着来到这个世界。莫非，你是不想

让自己错过这个美好的日子——

世界读书日？

真的好奇怪，从小你就喜欢书

籍：小小的你，坐在床上，绘画本

一溜排开，一本一本地看得你满

脸欢喜。孩子，你是生来就懂事不

想打扰喜欢写作的妈妈呢，还是

因为读书日降生的你想从小就享

受这大好的读书时光呢？

我挥动着手里的笔驰骋着自

己的想象。房间里只有翻动书页

的细微的声音，一种芬芳，就这样

弥漫在房间里。偶尔抬头，目光相

遇，看到的是你乖巧一笑，而后低

头继续。

一年一年地长大，你的阅读量

随着好奇与兴趣猛涨，属于你的

藏书自然多了起来，一个大书柜

骄傲地迈进了你的房间。手指滑

过一排排书脊，似乎每本书里都

有你的阅读故事。因为阅读了一

本书，你带着书与想象远足了一

次；因为阅读了一本书，你在大量

查找资料充分了解后，真正地喜

欢上一种精神；因为阅读了一本

书，你不再纵容自己，开始管理自

己的言行与情绪。阅读就这样不

知不觉地影响着你、改变着你：你

慢慢地明白了很多事理，你更体

会到阅读是种高档的奢华——寂

寞中的热闹。

文字是桥梁，引领你理性地跨

越了一条条沟壑，躲过一道道激

流险滩。

你知是非明对错，能判断会

选择，遇事总能展示自己积极乐

观 的 一 面 。得 益 于 阅 读 的“ 洗

礼”，你显示出了超乎年龄的理

性，让妈妈很欣慰。你是幸运的，

你借助阅读将你的人生润滑得更

为顺畅。

阅读，是心灵的舞蹈，是对自

己最好的疼爱。喜欢阅读，你就不

会被孤独伤害；喜欢阅读，你就不

会被黑暗吞噬；喜欢阅读，你终将

与最好的自己相拥。孩子啊，希望

你能继续，让阅读筑就你理性的

河堤。

孩
子
做
﹃
雾
化
﹄

这
些
必
须
懂

阅读，
成就最好的自己
张亚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