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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梦想城"不仅仅是孩子的乐园

大多人童年时都有许多梦想"到了暮年"回忆一生"曾经的梦想都化为泡影"此时我们会感
叹人生太短暂#

然而"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座城"在那里"孩子们可以体验警察$医生$记者$矿工$消防队
员等

$%

种职业"在体验职业的辛苦与快乐的同时"更多的是让孩子学习生存本领"这就是我们
这期的话题%%%点点梦想城#

李二强 尚华东

$

月
"&

日上午
'

时" 一名叫李晓宇的
小朋友来到郑州市金水路与玉凤路交叉
口的点点梦想城#

& 这些都是我上次攒的钱''(李晓
宇晃着手中的& 点点币(从电梯内蹦出#

这是李晓宇第二次来这里& 消费(

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这里当警察还
能赚取工资" 用这些钱还能在儿童商店
购买自己喜欢的小礼品呢"这是一个

'

岁
孩子的感受#

李晓宇在郑州市纬五路一小上学"

上次来这里是因同学游说才到此的"没
想到仅一次尝试"就让他魂不守舍"一大
早就拉着爸爸赶了个早场#

什么样的体验馆能有如此大的吸引
力) 李晓宇的爸爸觉得不可思议"为了看
个究竟"他没犹豫就带着儿子过来了#

此时"门口已排起长队"李晓宇上次
体验了警察$ 医生等

&

个职业" 赚钱&
&%

元 ("这次 "他是冲着押运员去的 "端着
枪"很威武#

'

时
(%

分"梦想城开馆#

李晓宇冲进去" 跑向大门口左侧的
& 招商银行(#

& 阿姨"我领启动资金''(李晓宇
踮着脚尖"将门票递给辅导老师"随后"

柜台内递过来一打点点币#

&

)

元$

*+

元''共
,%

元点点币# (随
后"李晓宇将启动资金全部塞进胸牌里"

并再三向爸爸解释"有了点点币"他就可
以体验自己喜欢的职业" 还可以做美味
的蛋糕$

-.//0

或热狗和家人一起分享自
己的劳动成果#

李晓宇很幸运"这次如愿了"当他跑
到押运场馆面前" 发现自己是排在队伍
的第一人"转眼间"后面排满

1

个小朋友#

李晓宇爸爸透过窗户" 拿着相机注
视着儿子''

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 李晓宇很麻
利地换上& 防弹衣 ($戴上安全帽 $端起
234$

#

此时" 他面向窗户" 频频举手行军
礼$摆

-567

"一旁的爸爸一直微笑着按
动相机的快门#

队伍出发了"李晓宇勇敢地走在队伍
的最前面"不停向领队的工作人员报告情
况"& 报告"我觉得那边那个人很可疑# (

& 干得很好"继续# (辅导员老师鼓励
着晓宇#

到银行后"晓宇主动申请"谋得了门
岗的差事" 枪往胸前一挎" 谁都不让进
去# 连爸爸想进去拍照也被亲爱的儿子
严格阻止了#

看这架势" 李晓宇俨然已经是这帮
小朋友的& 头(#钞票装好后"他马上对着
他团队的其他押运员打手势"& 小心"坏
蛋就要来了# (

晓宇的话没过多久就得到了验证#

在小朋友们走到中央城堡的时候" 一个
身穿红衣服的劫匪冲了出来" 抢过钞票
箱"扔下一句& 抓到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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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点币("

扭脸就跑开了#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李晓宇跟着就蹿
了出去"转眼不见了踪影#

晓宇爸爸本来正优哉游哉地跟在队
伍后面拍照"看到出情况了"还没来得及
按快门"晓宇就从镜头里面消失了#顾不
得收拾"端起相机"晓宇爸爸也加快脚步
想抓拍到帅儿子逮捕劫匪的神气瞬间#

等他找到晓宇的时候" 晓宇已经嘟
着嘴等了半天了"& 爸爸"快点"我要跟坏
蛋合影(#他赶紧打开相机"& 咔嚓("画面
定格# 画面上"李晓宇撅着嘴"警枪指着

& 劫匪("又神气又可笑"他忍不住笑出声
来# 有点意思"晓宇爸爸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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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瘾的晓宇"拉着爸爸来到了采矿场#& 采
矿场(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矿工一
样"戴着有矿灯的帽子"在我们的矿场采集矿石"

采的矿石越多"获得的薪酬就越多#

李晓宇按秩序在矿场前排着队等待开工"终
于轮到了李晓宇"因为晓宇以前来过"所以他对
矿场的工作流程也很熟悉"辅导老师请晓宇把自
己的经验分享给团队的其他小矿工"晓宇落落大
方"欣然答应#讲解完工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后"晓
宇就熟练地穿好工作服"戴上工作帽"拿起工具
开始采矿之旅了#

可是今天晓宇的运气似乎不如上次"连换了
几个地方"挖了几个坑"仅仅找到一块矿石"直到
结束"晓宇收获三块矿石#

在门口等待多时的爸爸" 看到晓宇出来"忍
不住又笑了# 晓宇可爱的小脸沾上了一层灰"汗
水从脸上划过"立刻留下了几道弯曲的印记#

晓宇爸爸赶紧拿出纸巾帮晓宇擦汗"这时晓
宇却说*& 我这次辛辛苦苦才挖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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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矿石"挣
了
)

元点点币"哎+赚钱真不容易啊+爸"我以后还

是不乱花钱了"你们赚钱一定更辛苦+ (

晓宇这番话"让他爸爸心头不禁一热"觉得点点
梦想城"没白来+

因为采矿场的失利"激起了李晓宇更加努力工作
的热情# 接下来" 他又不辞辛苦地去当了消防员$医
生$环卫工人"看起来干劲十足#

直到开始清场的时候"李晓宇还在工地上埋头搬
砖头''

看到儿子累得满头大汗"晓宇爸爸建议晓宇去点
点冰城自己制作个冰激凌吃# 做爸爸的知道自己的儿
子最爱吃冰激凌了#

& 不吃+ (晓宇一口拒绝了"& 我要攒钱# (

晓宇爸爸一下子乐了# 光会挣钱不会花钱也不行
啊"得找个机会开导他一下"晓宇爸爸想#

从点点梦想城出来后"爸爸拉着李晓宇在门口等
电梯#

& 爸爸"我们下星期还来行吗) (李晓宇一脸期待
地望着爸爸#

& 没问题# (晓宇爸爸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次得
教教他怎么花钱了"晓宇爸爸想#

& 孩子的成长过程" 其实就是对自己扮演
的社会角色的认知过程# (北京

*%*

网校郑州分
校特聘心理咨询老师刘瑾说 "& 点点梦想城这
种体验式教育模式"跟孩子的成长过程正相契
合# (

刘瑾介绍"

4

到
$

岁"是培养人的品德$树立目
标的关键时期# 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有助于孩
子对自己将来的认定" 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大
脑里面会有意识的引导#

$

到
*:

岁"则是培养能力

最关键的时期# 打工挣钱这个环节"本身就是一种锻
炼# 再加上有些活动需要协作完成"也可以增强孩子
的合作精神"提高团队协调能力# 另外"通过和其他小
朋友相互合作"更容易对比出孩子存在的问题"越早
发现"改正起来越容易#

& 最近校园安全事件频发" 家长和孩子心理压力
都很大"有的家长甚至在课余时间不敢让孩子出门# (

刘瑾认为"那样对于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孩子实在
太孤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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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点点梦想城是中原首家"也是
唯一的一家少儿职业体验馆#把这种全
新的模式带入郑州的是一位时尚漂亮
的女士%%%齐海鸥" 郑州点点梦想城总
经理#

& 我们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但是目
前的升学形势"让素质教育举步维艰#(齐
海鸥笑着说"& 学习的时候不让孩子玩"那
么在玩的时候学习呢"这个可以有吧) (

齐海鸥介绍" 点点梦想城在建造之
前" 借鉴了国内外很多场馆的成功经验"

并融入了动漫元素"成为国内首家将少儿
职业体验与动漫相结合的儿童体验馆# 孩
子们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可以知道很多
相关知识# 通过自己挣钱来干自己想做的
事"也可以让孩子理解家长的辛苦"懂得
自食其力# 最重要的是"能让来到点点梦
想城的孩子都能开心$快乐地成长#

& 下一步" 我们还要添加更多的项
目# ( 齐海鸥说"& 比如现在的家长经常
反映累$无聊等"我们将会添加一些亲子
环节"让家长跟孩子一起玩# 园艺坊$礼
仪培训$航空服务 等项目"也都在我们
的日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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