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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优良家风

教子有方

作为一代伟人， 毛泽东不仅为中国的革
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家风家教
方面也堪称一代典范。

1950 年 11 月 25 日，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
英在抗美援朝前线不幸壮烈牺牲， 周恩来考
虑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太好， 就把消息压下来
没有告诉他。 直到 1951 年 1 月 2 日，周恩来
才安排将志愿军司令部关于毛岸英牺牲的电
报送给毛泽东。

当时任中央机要办公室主任的叶子龙将
电报递给正在沙发上看报纸的毛泽东时，足
足有三四分钟， 毛泽东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
儿，他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嘛，
总会有牺牲。 ”

一个多月后，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北
京汇报朝鲜战局， 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
英牺牲的经过，并内疚地作了检讨。 毛泽东听
罢，对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 岸英是
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 不要因为是我的儿

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
是父母所生？ ”

毛泽东对毛岸英要求十分严格。毛岸英 8
岁时就跟着母亲杨开慧被关进国民党的牢
房。 母亲牺牲后，他和两个弟弟在上海饱尝了
艰辛磨难。1936年夏天，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
下， 他被送到苏联学习。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
间，他参加了苏联红军，跟随部队攻到柏林。
1946年 1月，毛岸英回到延安，这时父子已分
别了 19 年。 见面后，毛泽东马上让儿子脱下
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当农民，
拜农民为师， 后来又让他参加西北农村的土
地改革工作队。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岸英和两
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首批进入北平，
负责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谁
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工作， 毛泽东
却没有阻止。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的
任务艰难繁重， 毛泽东又让毛岸英到工厂一
线，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 那里的

工人都很喜欢、很信任这个年轻的书记，却
没有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 毛岸英
提出参加志愿军的要求， 得到了毛泽东的
支持。 当时，毛泽东身边有工作人员知道他
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 5位亲人，曾劝
说不要让毛岸英去朝鲜参战，遭到毛泽东的
拒绝。

多年后， 毛泽东向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
周士钊谈起为什么要送毛岸英上前线，他说：

“我不派他去，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 但
你想一想，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儿子
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
去呢？ ”

毛泽东逝世后，人们在清点遗物时，意外
地发现了一个箱子里有几件毛岸英的遗物：
一件棉布衬衣、 一顶蓝色军帽和一双灰色沙
袜。 这几件物品毛泽东保存了整整 26年。

讲规矩，守纪律，是毛泽东对待亲情的原

则。 他曾经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过话：我毛泽东
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
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 凡会见来北
京的亲友， 他总要讲他的三条交往原则：恋
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
亲，但不以公济私。

湖南毛泽东遗物馆陈列有一封毛泽东回
绝外婆家 15 个人请求在求学或工作中得到
照顾的信件， 他在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

“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
简单的一句“人们会说话的”饱含着毛泽东是

“人民的主席”的深情，道出了毛泽东不为“少
数亲友谋利”的清廉作风。

□ 春奇

愿意与他人分享的确能体现一个人的大度、 包容、
友好，而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有时会把分享理解成剥夺
了他对物品的所有权，难免用哭闹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一辆玩具车、一个玩偶在成人看来“不值一提”，但
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他最珍视、最重要的“宝物”。 家长
应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理解他们“拒绝分享”的原因。
当孩子的权利被突然剥夺，他们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
疑———“我是不是不能够保护自己的玩具？ ”对自我能力
的怀疑有损孩子自尊心、自信心的建立。

分享是孩子社会性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尊重
孩子的意愿不代表鼓励孩子“拒绝分享”的行为，成人应
采取科学理智的方法。 当孩子表示自己不愿意与他人分
享自己的玩具时，家长不要立刻批评孩子，给孩子贴上
“小气鬼”“自私鬼”的标签，不要强迫孩子去分享自己的
玩具：“你给别人玩一下”“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 应
该保持冷静并平心静气地就发生的事件进行讨论，倾听
孩子的声音，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看法。

家长应该在日常教育中以身作则， 为孩子营造一个
乐于分享的家庭环境。 家长可以主动与孩子分享自己的
经历、心情，“我今天遇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想和你
分享一下”“XX给我了一包糖， 我把这包糖带回来分享
给你，咱们一起吃”“我觉得分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看到
对方很高兴，我也很快乐”等。 分享行为的培养不在于一
朝一夕，而是贯穿于生活当中，家长应善于抓住生活中的教育时机。 当
孩子的周围发生关于分享的事情时，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回顾事情的经
过，在尊重孩子意愿的基础上促进孩子分享行为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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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酷爱读书得益于
德国父母对孩子从小的培
养，“陪子阅读” 是德国家庭
很重要的日常生活内容，年
轻的父母绝不会因为忙工作
忙挣钱而放弃“陪子阅读”。
从幼儿时期开始， 日常及睡
前给孩子读故事是父母必做
的事。 再大点的孩子，则由父
母陪着一起阅读， 父母还会
提问题调动孩子的阅读兴
趣。 在他们看来，让孩子从读书中得
到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德国每个城市都有市图书馆，每
个行政区有区图书馆。 德国小学是 4
年制，小学生年龄 6～10 岁，一般只

上半天课，且作业很少，因此课余时
间很多。 图书馆则为孩子们提供了一
个度过课余生活的场所。

德国人认为，与课业时间只看电
视或玩电脑游戏的孩子相比，阅读爱

好者会更广泛更深刻地了解世
界， 其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远
胜过不爱阅读的人。 因此，在德国
存在很多推广阅读的机构。

“ANTOLIN” 是一个致力于
推动学生阅读的网络项目， 按年

龄分段列出了很多适合青少年阅
读的书籍和启发思考的提问。参加
这个读书项目的学生在网页上注
册自己的账号，读完书籍后，可以
在网上回答关于这本书由浅入深
的各种提问。回答正确会立刻由网
络打分并自动积累，“资深”书友可
以得到读书基金会的邀请，参加各
种有趣的大型读书活动并获得相
应的奖励。

德国社会对青少年阅读的重
视和促进是多方面的，很多报刊媒体
参与了鼓励青少年读书写作的计划，
他们提供版面专门刊登中小学生的
文稿，使通过阅读提高了写作兴趣的
孩子们都有机会让自己的文章见报。

德国图书贸易协会读书基金会
及社会各种读书爱好者社团也经常
举办朗读会及朗读比赛，任何人都可
参加。 每年 11月的全国读书日，志愿
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为别人朗读书
籍。

德国这样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 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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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今年正月十六， 在同班一个来自衡
南县花桥镇的同学盛情邀约下， 我们几
个要好的伙伴决定到花桥滑翔基地放松
放松高三紧绷的神经。

衡阳市东行 40 余里，过衡南县花桥
镇约十分钟车程，迎面见一座雄奇俊秀、
延绵起伏的大山。 它像一头威严憨实的
雄狮卧伏在罗霄山脉末端， 绵亘数十公
里。 传说秦始皇赶山填海至此歇息已是
天明，此山便取名天光山。 春风和煦，沃
野千里，茂林修竹，秀峰叠嶂。 我们上到
天光山滑翔基地，极目四望，不禁心旷神
怡。同学介绍说，春季，这里是花的海洋，
漫山遍野杜鹃怒放， 火红一片， 鸟鸣蝶
舞 ，惹人心醉 ；夏日，山碧水绿 ，凉风悠
爽，泉水清潺；秋天，到处野果飘香，大地
稻穗流金 ，良木欢腾出山；寒冬 ，大雪纷
飞，银装素裹，风光无限。

教练的叮嘱交代还没有说完 ， 我们
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迅速套上滑翔
伞，先沿绿坡一冲而下，随即在骀荡春风
中一飞而起， 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之
感迅速将高三学习的紧张心情冲涤得一
干二净。 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翱翔天际

的雄鹰，俯瞰大地，林海浩茫，阡陌纵横，
莽莽群山，片片湖水，这应该是我最刺激
而又最美好的人生体验了。

紧接着，同学又带我们到花桥高新
村蒋家大屋古民居参观 。这个古民居群
显然比衡南宝盖楼古民居规模大很多，
几进几出， 连绵数百米 ， 但残垣断壁 ，
杂草横生。 小巷深深 ，石板凉凉 ，诉说
的是时代的变迁 ，人口的迁移和城市化
后落寞的村庄现状 。古民居前是一道又
长又宽的垄口 ，虽只是早春 ，但数千亩
油菜花已经迫不及待地竞相开放了，一
眼望去 ，黄花似锦 ， 美不胜收 ，流连其
间，清香扑面。 还有那浩渺碧绿的龙溪
湖、蜿蜒奇特的川口洞 、惊心动魄的天
坑都给我们留下了自然美好的深刻印
象 。“川口洞不穿 ，石龙口不崩 ，天子坟
不偏 ，花桥要出三斗三升芝麻官 ”的神
奇传说， 期待着远方的客人前来游览 、
欣赏 。

乡村振兴， 既要农业兴 ， 更要百业
兴， 但最根本的是要找到一条适合当地
发展的门道。 衡南县花桥镇顺应时势，因
地制宜， 找到了一条振兴花桥的发展之

路，那便是积极发展花桥旅游业。
面对花桥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缺

乏必要的开发利用， 我对发展乡村旅游
有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是要加大投入 ， 拓宽融资渠道 。
发展乡村旅游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
举措 ，对当地经济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
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有利于合理开发乡
村资源 ， 传承历史文化 ， 改善生态环
境 。 城市游客来到乡村 ， 吃农家菜 ，干
农家活 ，观赏风景民俗 ，能使当地农民
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加快新农村建设
步伐 。 但农村整体经济实力较为薄弱 ，
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 交通 、 食宿 、
卫生等条件无法保证乡村旅游的服务
质量 。 怎么办？ 一方面可从财政收入中
拨款补助或实施金融优惠政策 ，另一方
面， 可借鉴互联网金融 ， 创新融资方
式 ，吸纳民间资本和企业资本解决资金
不足的问题 。

二是要注重环保，绿色有序开发。 发
展乡村旅游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以
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如生产绿色
食品，专人负责环卫，统一处理生活垃圾

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
环境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是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亮点。 发
展乡村旅游要因地制宜，凸显特色，建立
品牌。 除欣赏自然资源， 挖掘文化内涵
外，还可以适当增加探险和健身项目，如
定向越野 、生存游戏 、空中滑翔 、帆伞运
动、 喷汽船等冒险旅游和体育旅游就是
追求个性和时尚的青少年感兴趣的旅游
项目。 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乡村旅游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一个休闲养
老的好去处， 因此乡村旅游可以与养老
业开发相结合。 此外，发展乡村旅游一定
要加大宣传营销力度 ，“养在深闺人未
识”是行不通的。

乡村旅游必须走与生态旅游 、 文化
旅游、特色旅游相结合的道路。 营造良好
的生态环境，挖掘丰富的民族文化，凸显
与众不同的个性亮点才能持久兴旺地发
展下去。 乡村旅游是实现落后农村脱贫
致富，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生活水
平的重要途径，是乡村振兴最有效期待。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的方式， 让乡村留得
住绿水青山，留得住乡愁……

衡阳市八中 462班 蒋墨丘

关 于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的 几 点 思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