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宁站岗

很多妈妈对男孩的错误都
有一种误解，认为男孩犯了错
误就是件很糟糕的事情，认为
这就代表他没有好好学习、好
好表现，没有好好听从老师或
父母的教导，意味着他在很多
方面是有漏洞的，是不够完美
的。

这样的看法多么消极！男
孩的每一次错误，我们原本都
可以看到更积极的一面啊！比
如，男孩不小心打碎了玻璃杯，
也许他是想帮我们干活儿，他
的一番好心怎么能就这样被忽
略掉呢？如果我们好好教他如
何使用手部力量，如何协调自
己的动作，他也许就能学会帮
我们拿东西，在拿某些易碎物
品时，他会知道要更加小心一
些。

所以，男孩的错误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只要我们不将
其看得那么严重，只要我们能转
变对错误的看法，给予男孩正确
的引导，就能帮助他把错误变成
学习成长的好机会。

还用打碎玻璃杯的事情来
说，一位妈妈是这样处理的。

当男孩不小心犯错，一定要
告诉他什么是对的，怎样才能做
对，而不是吼叫他。

妈妈问：“现在该怎么办？”
男孩说：“把地板清理干

净。”
“哦，”妈妈点点头说，“那你

准备怎么做？”
男孩说：“先把碎玻璃清理

了，然后再把地板上的水擦干
净。”

妈妈继续点着头：“该注意
些什么？”

“嗯……”男孩想了想说，

“不要划伤自己。”
妈妈说：“没错，以后再拿杯

子的时候是不是要小心了？”
男孩低着头说：“我会小心

拿杯子的。”
妈妈摸了摸男孩的头，接着

拿起一只杯子做示范。
这就是个很有智慧的处理

方法，没有训斥，只有妈妈不断
的启发与引导。经历了这个过
程，男孩不仅学会了怎样拿杯
子，同时对打碎杯子后的处理过
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对他来
说就是生活经验的积累，就是一
种最宝贵的学习。

这种启发式的询问，不仅会
帮助男孩重新认识自己的错误，
也能让我们的内心逐渐平静下
来。比起那种急切地将“错在哪
儿”“该怎么做”等质问一股脑地
扔出来的做法，这种方式更能让

男孩获得更大的进步，因为这种
安静状态下，他的注意力会相对
比较集中，对于自己的错误认识
得也会更深刻，也更容易记住学
习的内容。

我们不能期望一个男孩立
刻就能从错误中有所长进，只能
说这是一个让他成长的好机会，
但他要真的能从中有所认识和
体会，也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不能着急，我们越是
平静、耐心，越能帮助男孩平复
因为犯错而产生的紧张与担
忧。我们要相信他会认识到错
误并有所成长。还可以帮他进
行问题总结，允许他对自己的行
为和我们的判断表示疑惑，并且
还要耐心地给他讲解，以帮助他
逐渐明白我们所希望的到底是
什么，同时也让他逐渐明白是
非。 (4)

卫君梅用镰刀把一棵玉米
割下来，递给郑宝兰，由郑宝兰
负责把结在玉米秆子上的玉米
棒子掰下来，放在旁边的荆条筐
里。太阳已经西斜，小鸟叫着飞
走了，田里弥漫着被砍倒的玉米
棵子甜丝丝的气息。卫君梅对
郑宝兰说：宝兰，我怎能忍心让
你帮我干活呢！

郑宝兰说：君梅姐，我在家
里心里空得慌，出来手里抓挠点
儿东西，心里好受些。她手里抓
到的是玉米棒子。这棵玉米只
结了一个棒子，所有的养分大概
都集中到棒子上去了，棒子又粗
又长，顶端金色的玉米子儿都胀
破了包皮，从包皮里露了出来。
她一手抓着玉米秆，一手握住棒
子，往下一掰，又一拧，才把一个
沉甸甸的大棒子取下来。当她
的手转着圈儿拧棒子时，棒子吱
哇叫了一声，似乎并不情愿，仿
佛在说：你的手轻一点儿好不
好，你都把我拧疼了。郑宝兰把
玉米棒子取下来后，并没有剥去
青色的包皮，就把棒子扔进筐里
去了。

在地里干活儿的还有卫君
梅的两个孩子，女孩子慧灵，男
孩子慧生。慧灵是姐姐，慧生是

弟弟。姐姐上小学二年级，弟弟
还不满五周岁。姐弟两个在向
地边运送掰过棒子的玉米棵
子。他们的办法是把带着叶子
的玉米棵子扛在肩膀上，一趟一
趟往地边扛，扛到地边堆起来。
玉米收完之后，这块地要马上翻
起来，种冬小麦，所以要及时把玉
米棵子收拾出来。姐姐一次扛三
棵玉米，弟弟还小，肩膀还嫩，一
次只能扛一棵玉米。弟弟扛了几
趟就不想扛了，他觉得扛玉米一
点儿都不好玩儿，不如逮蛤蟆好
玩儿，也不如捉蜻蜓好玩儿。姐
姐像是要给弟弟做一个榜样，又
像是一个监工，希望弟弟能够专
心干活儿。她不能吵弟弟，要是
吵了弟弟，她担心弟弟会产生逆
反情绪，跟她撂挑子。她的办法
是不断表扬弟弟，用表扬把弟弟
套牢。她说：慧生最能干了，最
热爱劳动了。慧生这么小就帮
助妈妈干活儿，真不简单！等慧
生干完了活儿，姐姐就给你讲故
事，讲好多好多故事。

看到这一切的郑宝兰，眼里
却泪花花的，她对卫君梅说：别
让两个孩子干了，孩子这么小，
让人看着心里还不够难受的。

卫君梅说：不干咋办呢，他

们的爸爸不在了，我从小就得培
养他们，让他们学会自强，自立。

郑宝兰问：他们的爸爸不在
了，两个孩子都知道了吗？

卫君梅拐起胳膊，用衣袖擦
了擦额头上的汗，走到郑宝兰身
边，小声对郑宝兰说：两个孩子
都知道了，不过都不是我告诉他
们的。慧灵是在学校里听她同
学说的，回来跟我哭了一大场。
慧生呢，是今年清明节的时候，
慧灵背着我，领着她弟弟到他们
爸爸的坟前去了，姐弟俩跪在坟
前，给他们的爸爸磕了头。

小来他爸爸不在的事，我至
今还瞒着小来。他爷爷奶奶都
不让我跟孩子说实话，老是说启
帆到外国学习去了。这样瞒着
孩子，瞒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儿
呢！

这个你不用着急，也不用发
愁。爷爷奶奶都是好心，你也是
好心，你们是在保护孩子，免得
孩子幼小的心灵过早受到伤
害。我也想瞒着孩子，可慧灵已
经懂事了，这孩子像她爸爸，灵
透得很，我想瞒也瞒不住她。爸
爸是罩在孩子头上的一把伞，伞
没有了，雨点儿迟早会落在孩子
头上，没有大雨点儿，也有小雨

点儿。我们想为孩子遮风挡雨，
但终究不能代替他们的爸爸。
等孩子一找再找找不到爸爸，迟
早会明白过来，原来爸爸已经不
在了。当孩子知道爸爸不在的
时候，他们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
了，离他们长大就不远了。你看
我的这两个孩子，我不用怎么说
他们，也不用吵他们，他们就变
得这样乖。是他们爸爸的离去
使他们变乖的。就算他们有时
候做了错事，我也不骂他们，不
打他们，只瞪他们一眼，就把他
们吓得眼泪八叉的。

君梅姐，你这样做，你不觉
得对孩子太狠心了吗？

不是我狠心，是老天爷狠
心。是老天爷对咱们太狠心
了。过去我常听人说老天爷有
眼，老天爷最公正。自从你龙民
哥出事后，我再不相信老天爷
了，再也不去给老天爷烧香了。
我就是要看看，老天爷对咱们还
能怎样！

郑宝兰仰脸往天上看了看，
似乎要找一找老天爷在哪里。
天很高，云彩很淡，一只孤鸟从
天空飞过，她没找到老天爷在哪
里。她摇了摇头，并轻轻叹了一
口气。（8）

在记载了许多乡土神话的
清坊刻本《双洎结绳》里，有
《焦尾琴》一篇：“邕女得焦尾
琴，伴之九岁，成神器。囗嫁，
知虎牢冶坂有难，乃于夜半，抓
二弦，一弦震山虎，二弦震河
妖，三弦悦众，及至日出，漫野
拥路者万人，地低一尺。”邕就
是蔡邕，焦尾琴就是蔡邕制的
琴，神器就是说这琴是有神性
的，虎牢就是虎牢关，冶坂是当
年一个渡口，叫冶坂津，蔡文姬
出嫁前，自知虎牢冶坂有难，弹
了两下琴，那里的妖魔就伏了，
弹了第三下，悦了众人心，所
以，早晨来送她出嫁的人众，将
地面踩低了一尺。她坐的婚轿
过的地方，自然比地面高出一
尺。这种杂书，虽不可信，但里
面毕竟有蔡昭姬出嫁的路线。
嫁前的那个字，似为虫咬，不可
辨，却不影响通篇所述。

虎牢关是洛阳东面的门
户，南连嵩岳，北濒黄河，山岭交
错，自成天险。所以为兵家必争
之地。而这里紧邻荥阳，所以长
期归属荥阳郡管理。荥阳太守
徐荣，恰恰是不久前伏击曹操的
对手，所以过虎牢关时，绝不能
执曹操旗号，而要用白虎带来的

那道圣旨，为了做得逼真，新郎
卫宁也要以兵士身份过虎牢关，
过关以后，荥阳太守就很难顾得
上了，卫觊所率的兵士都是训练
有素的精兵强将，一般的队伍，
是不能与之抗衡的。

三天以后，他们到达距虎
牢关三十里处的驿站，住了下
来，因为有圣旨，驿站接待热
情。而卫觊以这里住宿条件好
为借口，多住了半天。其实他
是在等待派出去消灭董卓所派
婚车队伍的战报。也就是在这
天下午，伍长骑马到驿站，向卫
觊报告，他带人装扮成杀人越
货的强盗，杀了董卓的迎亲队
伍，烧了迎亲车。但是，跑了一
个兵士。

卫觊一愣：“跑了一个？”
伍长报告，他们是在伊洛河

边上乱箭射向迎新御林军的，大
家都是神射手，所以几乎全部射
死，将一个个死尸或者将死的人
抛往伊洛河的时候，远远跑来一
骑，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跑
了，很快没了踪影。

卫觊认为，这是一个重大
隐患，便问：“弄清楚此人踪迹
没有？”

伍长报告，有一个奄奄一

息的董卓御林军军士，他们答
应给他包扎治伤，他才说此兵
回老家平乐，晚了一步。

伍长说他已经派人去平
乐，下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卫觊还是不放心，说朝廷
的御林军，每个人都身手不凡，
务必防万一，赶快出发。

所有这一切军事行动，卫
觊都没有告诉蔡昭姬、明姬和
姨娘，为的是让她们有一个平
和的心境。但是在虎牢关驿站
多住了半天，昭姬就产生了疑
问，着姨娘问。姨娘一到门口，
发现在门口站岗的，竟然是卫
宁，不由问他，仲道，为何总是
你站岗？

卫宁微笑着，小心地说：
“别人站，他不放心。”

姨娘心疼极了，说他眼圈
都熬黑了，快让人换换。

旁边的军士连忙说：“其实
我们排着班呢，一直就没排他，
他就是这样，一直和我们站着，
我们换班，他一直值班。”

这些话，昭姬和明姬在里
面都听见了。明姬感动说：

“姐，你看这个卫宁，拿出命，
护你呢。”昭姬羞涩地点点头。

就在这时，卫觊过来了。

自然是卫宁给他说了姨娘的询
问，他连忙来解释，当然不能说
剿灭董卓所派御林军的事，说
虎牢关以西，前几日有土匪出
没，他派人去探路了，应该马上
有消息，请耐心等待。

所以，当伍长给卫觊报告
以后，卫觊马上到了她们所住
的驿站最里面套房，把姨娘叫
到门口，告诉她们，立即出发。

昭姬也来到门口，顶着盖
头，轻声问卫觊是不是以朝廷
圣旨住驿站？

卫觊回答：“当然。”
蔡昭姬一听，说出了她的

担心，驿站公人，必会报告荥阳
太守。

卫觊噢了一声，不得不佩
服昭姬的判断，便告诉大家，务
必迅速通过虎牢关。

于是，昭姬一家，在卫队护
卫下，款款步行，出了驿站，上
车时，行动也缓缓的，做出非常
从容的样子，但上了车，却给四
驾马车的马匹甩起了鞭子。

驿站执事率众人送到路
口，弯腰长揖，并没有说是否给
太守报告之事。卫觊也不便
问，只是谦恭回礼后，才上马离
开。 （14）

接纳犯错误的男孩和他的错误

第三章 姐妹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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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顾

太阳刚刚从东边地平线上冒出了
头，蔡府门前就放起了冲天大炮，紧接
着是密集不断的鞭炮声，青白色的硝
烟在炸天的爆竹屑上随东南风飘向西
北，看热闹的百姓就站在这硝烟之
中。他们首先看见的是披着红彩的骑
马军士，军士的刀枪在早晨的阳光里
闪着青光，军士马队之后，是迎亲的
24匹马队……

上/期/回/顾

看到儿子的坟时，周天杰没有从
自行车上下来，连骑车的速度都没有
放慢，带着小来就骑了过去。儿子遇
难的事，虽然一直瞒着小来，从没有
带小来指认过小来爸爸的坟，但每次
带着小来路过这里，他都有些担心似
的，生怕小来往坟头那里看，生怕小
来向他提问。

上/期/回/顾

盛怒之下，我们关心更多的可能
只是男孩表现不好的地方，事实上他本
身就是个优缺点的集合体，不妨换个角
度去想想他的好。等到怒气平息一些，
再去进行后续教育效果会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