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孙红

敦厚谦让

乐于助人

姚明记忆中的朴素快乐的童年是
在一条今天看起来又窄又短的公用走

好文欣赏（第29期）

廊里度过的。上海住房紧张，他家住的
是那种 12 平方米加 6 平方米的一室半

姚明的成长路

型集体宿舍。公用地方小，势必多了那
种小伙伴间的摩擦。姚明小时人高马

姚明 1980 年 9 月 12 日出生在当时
著名的以篮球为职业的“亚洲第一夫妻

大，但与同伴玩不但没占便宜反而吃
亏。一次，邻家孩子向姚明母亲告状，

“家里。第一夫妻指的是身高：父亲姚

说姚明欺侮他，

志源身高 2.08

母亲便批评儿

米，母亲方凤娣

子，姚明也不解

身高 1.88 米。

释。后经过了

但如果说姚明

解，母亲知道不

的成功都得益

是这么回事。这

于身高，得益于

时有邻居说：

父母的职业遗

“姚明这么单

传，那就错了。

纯老实，长大要

其实姚明小时

吃亏的。“母亲

候对篮球并不

则说：“我相信

喜欢，更谈不上

姚明以诚待人，

出色，是父母对

别人也会对他

姚明既顺其自然又积极引导，不急于求
成，不拔苗助长，尊重他的职业选择，
对他进行一系列的科学培养，才让这颗
体坛明星冉冉升起。
8

好的。“以后母亲碰到什么事就都先问
清楚，并经常教导姚明为人要宽厚大
度，还告诫说：“你被别人欺侮，总有
讲理的地方。千万不要别人不对，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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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不对。”

投篮就在同学的期待中失败了。而另一

父母的教育使姚明敦厚谦让。学校

个小朋友用俗称的“倒马桶“业余动作

每次组织春游，他都让座给弱小的同

倒准确投进了。姚明尴尬得满面通红。

学，自己总是站在车后。小学四年级时

姚明其实并不喜欢篮球，他像一般的男

他长到了 1.70 米，先是自己班里的高

孩一样喜欢枪，喜欢看书，尤其爱看地

玻璃窗归他擦拭，到后来任何老师、同

理方面的书，甚至还对考古发生兴趣。

学都可以对他说：“姚明，你帮忙擦一

他还爱做航模，爱游戏机。总之，他爱

下我们教室的高玻璃窗!“他总是乐意

好广泛。

地答应，从不斤斤计较。最后他“承包

为篮球事业拼搏一生的父母，身

“了整所学校所有的高窗户。这种敦厚

上带有伤病，一开始并不想儿子子承父

善良在球场上也不时地显现出来。

业。父母还是想让他读个好学校，考重

姚明小时候就有很强的荣誉感，排

点中学。可以说，父母在姚明 9 岁那年

在队伍后面的他在国歌声中一脸羡慕

送他去徐汇区少体校练篮球，无非是想

地望着前面的少年升旗手将国旗徐徐

沾打球的光考学校时加几分。

升起。这种荣誉感也是促进姚明拼搏的
动力。

从此，每当休息天或课余时，父亲
就在宿舍前的旧车棚边与孩子玩篮球。

循序渐进

不骄不躁

姚明小时候成绩一般，小学一年级

父亲做了个篮球网，投进了便买小玩意
儿奖励他。再看姚明，未满 14 岁身高

参加运动会才第一次投篮。在篮球架

近 2 米。就身高来说是打篮球的好料。

前，老师问：“同学们，投篮比赛让谁

因此，父亲也着意对儿子进行培养。渐

投好呀？“其实目光已经投向姚明。谁

渐地，篮球给姚明带来越来越多的成就

都知道姚明父母是篮球运动员。同学们

感。他也越来越发觉其中的魅力。

异口同声地推举姚明。姚明两手捧着篮

徐汇区少体校分尖子、重点、普通

球，屏住呼吸，心怦怦跳，也许是紧张，

三种班。姚明一开始在普通班，每天只

他没投中，篮球有气无力地碰了一下篮

有 5 元钱补贴。人高马大的篮球队员对

板，落在地上蹦到一边。他平生第一次

父母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他家境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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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父母两人的收入只有 100 元，只能

的“双塔“战术。姚明记得单涛有一个

节衣缩食省给儿子。姑姑带来的鸡，他

动作，是用肘直接架着别人上去的。母

一下子能吃 1 只，蛋一口气能吃 6 个。

亲说，你要学学这种动作，要学会利用

为了给儿子补充营养，父母到处托人弄

自己的身体。后来姚明回忆说：“母亲

牛奶票。

的话提醒了我，至少我会用肘了。这样

刚到少体校时的姚明，除了身高，

我的进攻性比较强了。“

没别的优势。但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父母经常指点姚明。东方男篮主场

认真。凭着这点，他的天赋一点点得到

比赛，父母每场都去，在球场可以与儿

开拓，很快从普通班跳到重点班再到尖

子聊一会儿，探讨球艺。打客场，父母

子班。

坐在电视机前，讨论着儿子的球艺。对
指导切磋

走向世界

父母对姚明比较低调。姚明在少体

儿子防守、进攻、打球态度一一细评。
2001 年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

校的训练中由于认真刻苦，不久便成为

前几场姚明发挥得不好，父母便在电话

一颗少年新星进入了上海市少体校。这

里安慰他、鼓励他。

时媒体要采访姚明，母亲拒绝了。母亲

姚明于 1997 年八运会开始了他的

认为媒体的宣传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

篮球生涯。从 CBA 联赛到亚锦赛、奥运

副作用。她希望儿子脚踏实地而不是在

会，南征北战四处奔波。每年就几天在

媒体的夸耀中飘飘然。也应该说姚明正

家里，他不要父母休假陪他，而是一个

碰上好时候：体改风起云涌，全国篮球

人在家睡觉。母亲知道儿子最需要的是

赛专业联赛从 12 座城市开始，CBA 诞

睡眠，也就由他去了。春节也就是在家

生。1996 年姚明 16 岁，上海东方篮球

吃顿年夜饭，年初一就得赶回去。可以

俱乐部正式成立，有了高水平外援，对

说，姚明的每一步成长，都有父母的心

帮助姚明提高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血。

父母也是姚明最好的老师。看球赛

父母、老师、教练对姚明的培养是

时，一家三口围着讨论技艺。一次，看

量体裁衣式的，从单独为他设计训练方

了一场北京队的比赛，打单涛和巴特尔

案到不忙于让他过早进入 NBA，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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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求成而又严格要求的科学方法，都

再次紧张起来。我们目前不需要平稳的

表明了顺其自然而又积极引导的策略。

过渡，而是需要积极的备考。那么我今

正是这些铸就了他一连串扎实成长的

天讲话的内容共四点。

足迹：16 岁进上海男篮，17 岁出战八
运会，19 岁进国家队，21 岁被 NBA 选

一、不能放弃！
同学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成功者

为状元秀，成为休斯顿火箭队主力。

的队伍里面，很多人并不见得很聪明，

在雅典奥运会上，姚明成了中国体育代

在失败者的队伍里面，很多人并不见得

表团的旗手，有多少人在呼唤：
“姚明，

愚笨。其实，有一样东西比聪明的脑袋

姚明，中国人，了不起！“这时的他是

更重要，那就是人的心灵和意志。一个

多么自豪！

人的贫穷很大程度是心灵的贫穷，一个
人的成功很大程度是意志的成功！一个

校长荐语（第 29 期）
冯

杰

婴儿生下来，没有人会问世生下一个国
家主席还是一个部长？是生下一个老
板还是打工仔？是一个教授还是一个

老师们，同学们：

流浪汉？人们只会问：是个男孩还是个

这两天，我在想怎么样讲话才能让

女孩？对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来说，将

同学们觉得这次好文欣赏不仅仅是留

来的一切都是未知数。由此说来，人刚

在纸张上的豪言壮语，而是希望同学们

生下来都是一样的，要有差别那大体上
就只有男女之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环境的改变，学习的艰难，世道的
艰辛，人情的冷暖，人们的心灵和意志
就会慢慢地发生改变，这样的改变将会
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于是，有些人
很成功，有些人很失败……你想在这个
激烈竞争的社会成为一个很成功、出
色、幸福的人，我在想，关键在于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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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颗永远不冷不死的心！有没有一

所以，为了儿时的梦想，为了自己的父

股不管什么都打不垮的意志！同学们，

母，我们决不能轻言放弃。不放弃，社

摸摸自己的心，是不是热的？是否有永

会才不会抛弃！

不言弃的意志与斗志？

二、坚持到底！

我们中间，很多孩子的家庭并不富

有一个法国谜语，也是一道数学推

裕，爸爸妈妈艰难度日，终年劳作，但

理题，叫“荷花塘之谜”是这样说的：

只要自己的孩子能有书读，肯上进，再

如果池塘中有一朵荷花，每天的面积扩

苦再累他们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大两倍，30 天后就会占满整个荷塘，

过去，我们常说，养儿防老！甚至
我们有时候想当然的认为这便是爸爸

那么第 28 天的时候荷塘里会有多少面
积的荷花？

妈妈对我们百般呵护的理由。有一天，
我发现我们错了。父母知道现在的社会
要靠本事吃饭，你虽然读读书，可是社
会上竞争的人很多、饭碗很少，孩子将
来能够照顾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
他们的后半辈子也不敢对你抱有太大
的指望。其实你的爸爸妈妈累死累活无

我们可以算出来：从四分之一面积

非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对社会

扩大到整个面积需要两天，也即第 28

有用的人，成为受人尊敬让人看得起的

天，荷塘里会有四分之一面积的荷花。

人，不白费他们的一番心血！同学们！

题目很简单，但它背后蕴含的道理

想想我们自己，能做到吗？

却不简单。对每一朵荷花而言，它们的

讲到此时，我突然想到同学们熟知

变化速度是一样的，在第 29 天到来之

的一句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

前，它们费心尽力，也只完成目标的四

毁伤，孝至始也”。其实今天我想提醒

分之一；而最后的两天却如有神助，拓

同学们，这句话还有后一句叫“立身行

展了绝大多数。

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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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的发

有越学越糊涂的感觉，其实我们现在欠

展变化都是这个道理。量的积累达到一

缺的是一点火候，欠缺的是灵活运用，

定的程度才会发生质变的飞跃。而这个

融会贯通，离脱胎换骨只差一步之遥，

量变的积累过程是艰苦的缓慢的，是一

离禅彻悟只有一念之隔，如果能把握好

定要学会持之以恒、循序渐进的，要远

这个道理，我们就能迅速地破茧化蝶而

离浅尝辄止，千万别奢望一步登天！越

出，大彻大悟，达到看山还是山，看水

是接近顶峰，就越是困难重重；越是到

还是水的大成境界。

了高三，学习就越不容易。拿破仑有句

三、科学备考

名言：“当最困难的时候，就是离成功

1.科学备考既要进攻，还要防守。

不远了。”第 29 天，也许是最困难的

大量的知识积累和解题训练就是进攻；

时候，但也正是离成功最近的时候，只

错题突破、解题规范、学会审题就是防

有努力坚持，只有对目标锲而不舍地追

守。对于文科应保持着积累的习惯，英

求，才能迎来荷花满塘。我们在紧张的

语、语文、政、史、地都需要大量的记

备考中，要胸怀自己的目标，凭每日细

忆和强化知识的记忆。早晨人的思维最

小的进步和成功去创造高考的辉煌，驽

活跃，建议同学们从起床之初就开始诵

马十驾，功在不舍；牛步虽迟，可达千

读知识点记忆，通过早自习大声朗读强

里！行百里路半九十，让我们谨记：不

化知识点。充分利用闲散时间、零星时

要输在第 29 天。坚持做平凡的事不平

间，如课间、数学题做累的空隙、睡觉

凡、坚持做简单的事不简单！成功会降

前、走在路上……数学和英语应该加强

临在你的身上。

训练，提高解题能力，手不离笔，笔不

佛教中讲有三重境界：“参禅之

离手，重要的错题反复做。我是语文老

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

师，想对文科生说，对文综学科要有信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

心，有爱心，像对待恋人一样疼爱她，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们现在

时时想念她！

已达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
界，觉得不明白的东西越来越多，甚至

2.想对理科生说，每天定时定量练
习，练解题能力、练规范、练速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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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周日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你会有

话，“记住你不是超人。” 我们同样

你会有 14 节自习的时间。在我们周围

也要记住这一点，我们不是超人。我们

可能会出现一天能做 7 套试卷的强人，

应该及时调整状态，应该及时的休息，

那简直是对我自尊心极大的打击，甚至

并且还要学会随时随地休息。英国的前

还会有没见过他做多少题却每次模考

首相丘吉尔，参加过战争，当过战地记

都名列前茅的人，那是更大的刺激。其

者，学过油画，指导英国人获得了二战

实不必在意，只要掌握自己的学习作息

的胜利，一年中写了许多的著作，获得

规律，带出自己最舒服的节奏，稳定自

了两次诺贝尔文学奖。问他是什么能够

己的心态就行。心理素质过硬，才是正

让他的精力始终这么充沛，他回答：
“能

常乃至超常发挥的关键，而心理素质过

够坐的时候我绝不站着，能够躺着的时

硬取决于个人良好的心态！

候，我绝不坐着。”说的就是要时刻的

3.认真对待每一次考试，包括考后
分析、错题本。

注意休息，那么就要求我们学生“入室
即入学、入寝即入学”。

4.仍然要注意养成勤于思考的好

同学们，我们的眼神可能是疲惫

习惯，如坚持进行总结、反思、增分：

的，但疲惫里有坚定；我们的脚步是匆

每天都能找到一道好题；每星期整理一

忙的，但匆忙里有沉稳。面对挫折，我

次错题；每半个月总结一次自己的学习

们更坦然；面对进步，我们更清醒！为

方法；每个月反思一次自己参加考试的

了心中的梦想，心甘情愿地以苦为乐，

责任心；每个月提高一次自己的分数

在失败与拼搏中成长；宁愿伤痕累累，

段。

也不怕困难阻挡，因为我们坚信自己
四、适度休息

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面对考试向

起早不贪黑，贪黑不起早。老师知

前冲，从此我们与众不

道很多班级中午不休息，很多学生利用
中午时间进行学习，但老师也希望你们
每天中午要睡一个午觉，虽然很奢侈，
但是很有必要。美国陆军训练所有一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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