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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妈妈不经意的善意与克
制可能塑造着下一代的灵魂袁而
溺爱与放纵也在摧毁着下一代
的身心遥如果妈妈护短袁野熊孩子冶
接收到的信息就可能是袁我不需
要遵守规则袁不需要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遥 而教育得法尧得当就会
引导孩子树立规则意识袁懂得不
妨碍他人尧尊重他人尧遵守公共场
所秩序袁知道做了错事应当负责遥

最近两则有关教育的新闻
形成了鲜明对比院一是野熊孩子冶
在电梯里小便袁妈妈让小孩写了
一份检查袁发到业主群里给大伙
道歉袁并且每天由孩子父亲监督
孩子打扫电梯一个月遥 一则是两
个小孩抢玩具, 一名妈妈加入战
斗袁连续掌掴对方小孩遥

教育野熊孩子冶的妈妈获得
了从业主群到网友的集体点赞袁
被称为野教科书式的教育冶袁另一
位妈妈则不仅被警察野约谈冶袁还
被一致批评野以大欺小袁教出来
的小孩也不怎么样遥 冶

人们对现实中 野熊大人冶教
育孩子不当的愤慨袁代表着我们
在教养上的一种迷思院曾经的文
明古国袁 家庭教育出了什么问
题钥 对好妈妈教育方法的美誉代
表着我们在道德水准提高上的

一种期待院好的家庭教育能拉高
社会文明程度遥

好奇心强尧淘气顽皮尧求知欲
和探索欲强烈袁对正值热切与世
界联通的孩子来说袁 并不稀奇遥
但如果好奇没有规则尧顽皮不守
规矩尧探索意味着破坏公共秩序袁
就是野熊孩子冶了遥每每孩子犯错袁
周围的目光都会聚焦于家长会
怎么做遥 是替他辩解野孩子小袁别
跟他计较冶袁还是对孩子进行管束
教育袁严肃纠正其错误袁是一道妈
妈必答题袁妈妈的智慧与教养影
响着孩子成长成人的质量遥

梁晓声曾这样概括 野文化冶
二字院植根于内心的修养袁无需
提醒的自觉袁以约束为前提的自
由袁为别人着想的善良遥 现在这
个标准被很多人用来解释教养遥
通俗地说袁教养是教人如何做一
个人袁如何去尊重别人袁如何遵
守社会道德遥
家庭教育是教养的起点遥 在

孩子正式步入社会之前袁简单的
是非对错尧规矩原则尧礼貌谈吐袁
大多是从家庭中观察和模仿而
来遥 好妈妈要让孩子习得好教
养袁更多的要靠言传身教润物细
无声要要要可以是在公众场合不
大声说话尧礼让老人先行袁也可

以是自觉捡起地上的垃圾尧跟被
打扰的人说一声野对不起冶噎噎

黄昆岩教授在 叶谈教养曳中
开篇明义院教养没有清晰的轮廓
与外貌遥 他引用一位 19世纪英
国诗人的诗袁用野风冶来比喻教
养院你和我都没有见过风袁但是
当树叶在树上哆嗦的时候袁风正
和我们擦身而过遥

教养的野风冶在我们生活的细
节中袁好妈妈不经意的善意与克
制可能塑造着下一代的灵魂袁而
溺爱与放纵也在摧毁着下一代
的身心遥如果妈妈护短袁野熊孩子冶
接收到的信息就可能是袁我不需
要理性尧不需要考虑后果袁也不需
要遵守规则袁不需要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遥 而教育得法尧得当就会
引导孩子树立规则意识袁懂得不
妨碍他人尧尊重他人尧遵守公共场
所秩序袁知道做了错事应当负责遥

毕淑敏说院野教养是细水长
流的袁具有某种坚定的流向和既
定的轨道性遥 冶教养是后天养成
的品质袁养成后深植于我们的骨
髓遥 展现教养等于展现灵魂的模
样袁展示社会的文明水准遥

我相信袁多一个有教养的好
妈妈袁 就会少一个不懂规矩的
野熊孩子冶遥 罗娟

推拿尧按摩尧针灸噎噎不少
上班族肯定在养生店尧保健店光
顾过这些项目, 然而这些服务或
将在中医养生保健机构被禁止遥
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叶中
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试行)曳(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明确野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及
其人员不得从事医疗活动, 不得
使用针刺尧 瘢痕灸尧 发泡灸尧牵
引尧扳法尧中医微创类技术等冶(6
月 28日叶成都商报曳)遥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早就该得
到规范遥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以及对健康越来越重视,
人体调理需要野三分治,七分养冶的
理念深入人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行业得以迅速发展遥 据统计,我国
中医养生保健市场规模已超 1万
亿元遥 服务机构与从业人员不断
壮大,服务内容也越来越多,人的
一身从头到脚尧从里到外,不少中
医养生保健机构都有服务项目涉
足,从推拿按摩到刮痧拔罐,从针
灸牵引到微创医疗,无所不包遥 用
一句形象的说法就是,野经营者有
多大胆,服务就有多广冶遥

然而事实上, 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并非无所不能,野没有那个金
刚钻,就不能揽瓷器活冶遥 中医有
许多技术方法, 虽然既可用于疾
病治疗,也可用于养生保健,具有
医疗与保健的双重作用,但是,其
中大部分技术都具有风险性,比
如针刺尧瘢痕灸尧发泡灸尧牵引尧
扳法尧中医微创类技术尧中药灌
洗肠尧开具中药饮片处方等,容易

出现不必要的身体伤害或延误
诊治遥因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早就将这些中医服务明确为中
医诊疗行为遥 而养生保健机构
并非医疗机构, 显然不能提供
这些服务遥

由于在养生保健机构从事
医疗活动的从业者,往往只是所
谓的保健师,且缺乏服务技术标
准和规范,养生养出伤病乃至死
亡的悲剧时有发生遥 比如,去年
5月,合肥一名女子在一家中医
养生馆接受针灸服务时发生意
外,抢救无效死亡遥 这类意外事
故近年来并不少见遥 有医师介
绍说,养生馆搞推拿按摩,往往
是客人哪里不适就推拿按摩那
里, 不当操作会导致颈椎骨折甚
至瘫痪, 背痛可能是由冠心病或
心绞痛导致, 推拿不当会有生命
危险遥 由此可见,确有必要让养生
归养生,让医疗归医疗遥

此番, 相关部门终于向中医
养生保健乱象说野不冶,这无疑是公
众的福音遥 不过,一纸规范并不意
味着就能终结这种乱象遥 哪些行
为是中医诊疗活动,哪些机构可以
开展中医诊疗活动,我们并不缺乏
明确规定, 最缺乏的还是有效监
管遥 有业内人士透露,卫生部门主
管医疗机构,对养生机构无执法与
处罚权曰 工商部门主要负责企业
主体资格审核尧 经营行为规范及
消费纠纷查处,难以监管养生机构
的医疗行为是否专业曰 而保健品
药品归食药监部门管,但也不是所
有养生机构都出售保健品药品遥

因此, 要让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不变成医疗活动, 就要明确监
管主体,从野九龙治水冶发展到野一
龙管水冶遥 在审批养生保健机构
的开办时,要严格执行野中医养生
保健技术服务岗位人员应取得
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 ,
开展的服务范围应与取得的资
质相一致, 同时应持健康合格证
上岗冶等规定 ,而非野谁都能开冶
野不管注册成什么都可以干养生
保健冶遥 此外,还要面向公众进行
科普,让他们区分养生和医疗,在
接受养生保健服务时发现相关
机构涉嫌非法行医, 应向相关部
门投诉举报遥 何勇海

一段时间以来袁 社会上各类评奖活动
呈现出过多过滥的趋势袁 有些经媒体深挖
报道后袁还引发了不小的舆论波澜遥譬如一
些冠以 野国际某某奖冶野大中华某某奖冶野国
家某某荣誉奖冶等奖项袁虽然名头响亮袁但
却其实难副遥事实上袁这些奖项的评比与颁
发大多既不野国际冶袁也无野国家冶袁只是民间
社团组织或者外资企业的商业活动袁 历年
获奖者也多为文化尧 艺术及影视业知名人
士袁本质上还是商业炒作罢了遥

拿近期野风头正劲冶的野国家精神造就
者荣誉冶奖来说袁它是否符合社会组织举办
评比达标表彰类活动的规定袁 公众还需要
等待来自官方的答案遥什么是中国的野国家
精神冶钥 虽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袁但国人
心中是有共识的遥中国精神袁生发于中华文
明传统尧积蕴于中国现代化进程遥 它有野自
强不息袁厚德载物冶的意志袁还有野为天地立
心袁为生民立命袁为万世开太平冶的觉悟曰有
野民吾同胞袁物吾与也冶的胸怀袁还有野周虽
旧邦袁其命维新冶的精神遥在现代中国袁譬如
从邓稼先到南仁东袁 以及塞罕坝无数默默
无闻的奉献者袁 显然都更加符合国家精神
的标准遥

跳出这些奖项的一时闹剧袁 我们更应
该反思为何现在社会评奖活动仍然过多过
滥的问题遥评奖袁是对受奖主体及其成果的
认可和褒奖袁 通过发挥引导示范作用以实
现社会层面的正向激励袁 其中蕴涵了明确
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遥在泛滥成灾尧
变形走样的各类评奖活动背后袁 是否隐藏
着权钱交易尧 人情照顾以及有些政府部门
的好大喜功钥 野名心胜者必作伪冶袁如果不能
出于公心和良知袁 以公开公平公正为标准
维系评奖制度袁扬清抑浊尧褒优汰劣袁只能
不断产生野劣币逐良币冶的悲剧袁对一个共
同体的价值认同具有毁灭性的打击遥

野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冶遥 对荣誉的滥施尧追逐甚至
交易袁必将形成荣誉的变质和扭曲遥 因此袁进一步健全
规范尧合理引导袁整饬并完善各类评奖制度非常必要袁
这也是促进并提升文化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遥 今天
的社会关系中袁作为野无形社会资本冶的荣誉越来越重
要袁这种来自陌生人组成的群体所给予的崇敬袁能为个
人或者经济实体带来现实利益袁 如果没有了明确的规
则袁必然会影响经济社会的长远稳定发展遥 与此同时袁
当缺乏良好的价值观引导时袁 譬如简单直接地将金钱
上的成功等同于对幸福生活的追寻袁 一些攀爬上财富
顶端的人就会贯彻野富力优胜主义冶袁用极端的方式来
炫耀自己的成功袁 用华而不实的标签来标榜自己的社
会等级符号遥 事实上袁正如前辈们所身体力行的袁那些
值得尊敬并真正赢得荣誉的人袁 不光是完美地发挥了
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袁而且是将它们无私地奉献了出去遥

今天的中国前景光明尧富于生机袁中国的野脊梁冶和
野精神冶仍然在构建的过程中袁每一个荣誉的颁发都有
它的定位和责任遥 如何让真正的荣誉凝聚起中国精神袁
始终是全社会需要正视的命题遥 赵明昊

“熊孩子”出没与好妈妈的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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