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念书时，读社会学学到的
心得是懂得双赢、合作、

与人为善、团队合作和包容精神
等等。同时，老师也告诫我们要
远离人性深处的自私、狭隘、不
合作、背信弃义、争强好胜、窝
里斗、表里不一等等问题。
　　踏入社会工作后，我参加过
一个团体，以为可以借此接触社
区，服务有需要的人群，但是发
现很多团员只是为自己利益着想
的人，团体选举时争名夺利，霸
占高位，却一整年没有做出什么
成绩。每逢开会总是高谈阔论，
彼此抬杆，不断制造纷争，浪费
时间，很少看到做出对社会有意
义的事。如果团里有人比较卖
力，反而会被讽刺与遭受排挤。
　　更糟糕的是，他们总是在奉
承身居高位者，有时派送一些食
物给贫穷家庭就要求拍照，然后
上载到团体面簿炫耀一番，却不
顾及贫穷人家的自尊与尴尬。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友好、

愉快、轻松的氛围中。我想，自
己要如何对付这样的人，或是退
出团体，眼不见为净？
　　我也想自己组织一个团队，
学习发挥团队精神，为社会做点
事。我应该怎么去做？

在团队里，亲和力是创造
力的基础。高调做事，低

调做人，尊重他人，当别人有危
难时出手帮助，关心老幼，这都
是与人为善的表现。
　　诗人雪莱说，“聪明的人是
精细考虑自己利益，智慧的人是
精细考虑他人利益。”自私是人
的天性，但人活在世上要学会将
心比心，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
时，也考虑他人利益，才能做到
双赢、共赢。政权、商场、工作
场所、团体，以至家庭、朋友，
那些一味只顾自身利益者，到最
后大多数是失败的。
　　一个团体，如果委员都是警
察，只有一个贼，那贼不是要赶

快离开，就是被感化变成警察；
而如果委员都是贼，只有一个警
察，那警察不是被排挤出去，就
是同流合污。问题是，大多数团
体是警察与贼各半，所以天天吵
闹，要找到好好服务社会的团队
委实不易。
　　团队管理者常期待有贡献智
慧又驯服听话的人，却常常落
空，因为在“贡献智慧”和“驯
服听话”之间，有着人性的问
题。一个人的创造力越独特，个
性就越强；反之，驯服听话“绵
羊”，多半不具备与众不同的创
造力。事实上，有创造力团队的
管理，犹如手捧一盆仙人掌，既
美丽又刺手：因为他们充满令人
惊异的智慧，但又表现出不驯服
的个性。至少，需要从他的质疑
声中，听出他的闪光智慧。
　　我一直认为，适度的、真诚
的赞扬可以取悦于人，过度的奉
承则适得其反。事实上，并不是
人人都会因被奉承就飘飘然，明

智者眼里的好队友标准，并不是
能说漂亮话逢迎人，而是对工作
的忠诚度。如果员工的忠诚度不
够，却又乐于奉承，那会弄巧反
拙。在职场和团队里富有内涵的
人，都能很好地把握分寸，言谈
举止得体适中，不超越界限，给
人自在、平和、安全的感觉。
　　雄鹰不在乎麻雀怎么看它，
因为其飞行速度、高度、力度、
角度，麻雀看不见，也看不懂。
每个人最重要的是认识自己，以
及人生目标、方向和实力，而不
要在乎别人如何议论。努力，只
是为了看见更优秀的自己。

　　你说现有的圈子是一群负能
量的人，喜欢诋毁、攻击他人。
人生苦短，要做的事情很多，如
果想要收获丰盛美满的人生，就
不要和烂事纠缠不休。
　　你要想的不是如何打败他
们，而是应该加快脚步，脱离烂
圈子，进阶到更高尚的、充满正
能量的圈子。与凤凰同飞，必是
俊鸟；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
　　你能走多远，看你与谁同
行。不要做廉价的自己，不要
随意付出，不要一厢情愿去迎
合别人，圈子不同，不必强融。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处，倒

不如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不断
学习，提高个人质量、气质和魅
力，这才是值得努力的事。
　　团队精神不是流行词汇，而
是非常实际的行动。需要的是团
结关怀，奉献精神，风雨同舟，
甘苦与共。想成为卓越的人，仅
凭自己的孤军奋战，单打独斗是
不可能成大器的，必须融入团
队，必须借助团队的力量。
　　与团队和谐相处的秘诀：尊
重、关心、帮助、肯定、赞美、
学习、感恩团队所有的人。建立
良好的沟通环境，及时化解成员
与成员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增强
团队凝聚力，使团员都感受到团
队的温馨，并有共同的价值观。
关心成员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使
每个成员士气高涨，都有机会表
现特长，就能激发成员献身团队
的决心。让人人有机会参与贡献
力量与智慧，同时使自己得到更全
面的发展。“人群聚在一起只是合
物，齐心聚在一起才是团队。”

家庭in-box

亲亲我的宝贝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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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阅读
林弘谕

你有心事吗？亲情、友情、爱情上的苦恼？家庭、学业、职场上的困
惑？电邮到《家庭in－box》，让专家解决你的问题。
袁凤珠电邮：info@aoxiang.com.sg

袁凤珠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　电话：62515525

这是我两岁半的孙女，她很活泼，照顾她让我体力不
支，非常疲惫。不过，当我腰酸背痛时，她马上帮
我捶背。当我身体不适，她的一句“阿嬷你好点了
吗？”深深地温暖我的心。有她的陪伴，很幸福。愿
她健康，平安，快乐地成长。

——奶奶吴舜娟

在团队里如何与人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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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教室里的对话练习
作者：李崇建、张辉诚
出版：亲子天下

　　你是否曾在孩子身上看见过去的
自己？
　　你看到眼前孩子心中的伤，想起
了当年的自己，也曾如此受伤，但
现在你明白了，那或许是成长必经的
路，你所需要做的，只是给当时年幼的自己，一
个深深的拥抱。
　　教师，面对众多不同孩子需求的第一条防线，每日教
学累积的不耐、愤怒、焦躁、不安与情绪，或许缘自孩子
的不可控与不易管教，或许，也来自于教师内在的不安
定，没有与自己连结的大人，又如何与孩子的内心连结
呢？
　　从不与自己对话的大人，怎么与孩子对话呢？
　　两位作者，一个是体制内的教师，一个是体制外的教
师，累积多年教学经验，开创自学、思考与表达的学思
达，只为了推广此教学法给更多教师，造福更多孩子。
　　另一个行过人生低谷，学习萨提尔与冰山对话，安定
自己内在，开启与他人深刻的对话。本书作者彼此最动人
的 真情告白，以两人的书写穿插，共谱对话的美

好风景。适合父女作为参考，如何学习与孩
子完成美好愉悦的对话。

（友联书局）

书名：生命的奇迹立体书（蔬菜）
作者：呦呦童

出版：安徽科学技术

　　蔬菜是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食
物之一，为人体提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等营养物质，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那么餐桌上
的蔬菜是从哪里来的呢？
　　本书集趣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通过妙趣的
抽拉机关，让孩子用眼睛和双手一起见证生命发展与变化
的每一个过程，期盼他们从中获得力量的源泉，从而热爱
自然，敬畏生命。
（友联书局）

　　近年来，许多儿童教育专家
纷纷提出，阅读对一个人的成长
影响很大，世界各地的育儿专家
也越来越关注孩子的早期阅读，
因此，父母亲对于“早期阅读”
作为儿童的教育基础更不应忽
视，而且应该有进一步的认识。

早期阅读不等同于认字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宝琦
博士说，早期阅读（emergent 
reading）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上
世纪60年代。
　　孙宝琦说：“早期阅读另外
一个名字叫做阅读萌发。它是指
在孩子正式学习独立阅读和书写
之前，像幼芽一样，慢慢萌发的
一些和读写相关的能力和知识，
比如对印刷文字的概念，对语音
的敏感性等。这些能力是读写能
力的前身，所以，早期阅读不等
同于认字识字，而是读给孩子
听，和孩子一起读。”
　　家长们常问，所谓“早期阅
读”是指几岁开始阅读？孙宝琦
说：“其实只要开始和孩子阅
读，任何时候都不会晚。
　　但孙宝琦也指出：“发展认
知神经科学研究早就显示在怀孕
期间，父母读书给还在胎中的宝
宝听是非常不错的胎教。宝宝出
生后，大人可以经常通过书和孩
子互动，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孩
子良好的阅读习惯。但是，如果
没能在这些阶段开始早期阅读，
家长也不用过分担心自己的孩子
会输在起跑线上。只要认识到和
孩子一起阅读的重要性，有计划
地付诸行动并持之以恒，任何时
间都不晚。”

早期阅读的重要性和好处
　　说到早期阅读的重要性和

好处，孙宝琦说:“大量科研显
示，孩子的读写能力不是进入小
学才开始发展的，而是在幼儿
时期就开始萌发。如果在幼儿时
期，大人可以把阅读介绍到孩子
的生活中，让孩子享受阅读的乐
趣，会有助于孩子词汇、口头语
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发展。
很多跟踪调查表明这些早期的兴
趣和能力与孩子未来的阅读能力
和学习能力非常相关。长远看，
还会增强孩子在就业和身心健康
方面的发展。毫不夸张地说，阅
读是学习的基础，而早期阅读就
是让孩子爱上阅读并成为终身学
习者的基础。”
　　孙宝琦也分析说，早期阅读
有多种好处，首先，经常和孩子
一起阅读，可帮助孩子建立起阅
读习惯。其次，通过和大人的阅
读，孩子会慢慢明白书里的图画
和符号和真实世界的关系，从而
借助书本打开认识外面世界的大
门。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种最初
的学习过程。
　　此外，孙宝琦说：“和孩
子一起阅读是高质量的亲子互
动，谈论书里的世界可以让父
母和孩子更多地进行语言交流、
知识交流和感情交流。孩子会感
受到父母的关爱，非常有利于激
发孩子对阅读的热爱和学习语言
的欲望，进而发展他们的语言能
力。”

为婴幼儿营造阅读环境
　　要让孩子达到早期阅读的成
效，父母自孩子的婴幼儿时期就
应营造阅读环境，孙宝琦指出：
“简单地说，就是让阅读成为孩
子生活的一部分。”
　　她建议，从宝宝出生起就和
他／她分享图书，争取每天都有
大人和宝宝一起阅读。她说：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宝宝抱
在怀里一起看一些书或者图片。
需要注意的是书的位置和要宝宝

的眼睛一样高，不要离得太远。
当孩子大一些时，可以每周带孩
子去图书馆或书店。当然，要在
家里为孩子打造一个图书角落，
让孩子很容易就可以接触到书，
更容易和书建立感情。同样重要
的，如果孩子身边的大人也热爱
阅读，孩子也会耳濡目染。”

　　孙宝琦也指出，早期阅读最
常见的读物是图画书。但是，一
般常见的误区就是，大人们以为
图画书很简单，孩子自己翻翻看
看就可以了。
　　她说：“虽然孩子可以通过
视觉了解到图画的意思，但是要
独立、准确读懂图画所表达的内
容却是不容易的。如果家长可以
在和孩子一起读图画书的时候，
采用多种阅读方式，比如对话
式，把书的内容游戏化，以帮助
孩子理解，会大大提高孩子的阅
读质量。”

不同年纪选择不同读物
　　专家认为，家长是指导孩子
阅读的最好老师。但也有调查
发现，大多数家长认为自己缺乏
正确的指导方法。孙宝琦认为，

选择早期阅读读物的时候，要以
孩子的年龄、兴趣和自身特点为
主，题材多样化，内容要生动有
趣，难度要适中，才会吸引孩子
阅读。
　　孙宝琦举例说：“比如三四
个月大的宝宝适合用以黑白为
主、有特定图案如条纹、棋盘的
图画书或图片，因为他们还不太
能区分彩色和黑白。半岁之后就
可以接触一些贴近生活的彩色图
画书，如玩具、食物、人物、动
物。每页的图画不要太复杂，不
然太多细节会让宝宝无所适从。
　　1至2岁以后可以开始介绍简
单的故事书、自然科学图画书、
儿歌、童谣，让宝宝接触多样化
的题材。材质上要选择坚固耐用
的材料，例如布质书、硬板书，
经得起咬、拉、摇。2至3岁的宝
宝可以开始接触一些情节简单但
包含有清晰的开头、中间、结尾
的故事书。再大一点，可以选择
系列图书，这样宝宝可以在不同
情境下比较相同人物的故事。
　　说到阅读，父母们可能也会
想到听音频。那么，听音频是否
可取代阅读？
　　孙宝琦说：“听音频和亲子
阅读是两种各有特色的阅读活
动。听音频的好处是读音标准，
简单易行。家长不在身边时，或
者是对一些比较熟悉的书，听音
频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充。”
　　但孙宝琦也指出听音频的不
足之处：“听音频相对被动，缺
乏互动的机会，对于阅读节奏很
难控制。亲子阅读时，宝宝不仅
可以享受父母的陪伴，还可以通
过翻书页提问题来控制阅读的节
奏，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和父母讨
论，对于这一点，听音频有一定
的局限性。”
　　孙宝琦也建议说：“对于宝
宝来说，父母的声音是最美的，
可以把亲子阅读时读书的声音录
下来制作独一无二的音频。”

让宝宝爱上阅读的

千种理由
黄涓／ 文

你能走多远，看你与谁同行。不要做廉价的自己，不要随意

付出，不要一厢情愿去迎合别人，圈子不同，不必强融。

孙宝琦建议，从宝宝出生就和他
／她分享图书，大人争取每天和
宝宝一起阅读。（受访者提供）

早期阅读是让孩子爱上阅读并成为终身学习者的基
础。受访儿童发展专家孙宝琦博士说，阅读越早开始
越好，父母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中扮演重要角色，选
择读物要以孩子的年龄、兴趣和自身特点为主，题材
多样化，内容生动有趣，难度要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