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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臣左宗棠家风
□ 纪小兰

在左宗棠旧居柳庄的门楼两侧， 题撰了
这样一副楹联：“慎交友，勤耕读；笃根本，去
浮华。 ”短短 12 个字，高度概括他的人生体
悟， 也是对子孙后代的深深期许和谆谆告
诫。
左宗棠自己十分廉俭，“不欲以一丝一粟
自污素节”，每任职一地，均张贴告示禁止送
礼，族人同乡、世谊亲友及部下凡有请托带来
礼物者，一概不收。
因长年伏案书写，衣袖容易磨破，左宗棠
便在衣袖外加了一层袖套。 这个独特的服饰
被人敬称为“宫保袖”， 曾经流行于西北大
营。
家里十几口人， 他每年仅寄给二三百两
银子，一点都不多寄，以至于家用拮据，夫人
周诒端长年患病都无钱买药。 据《清史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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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左宗棠的好友、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得 阴义举，自掏腰包两建试馆；1869 年，湖湘水
知这一状况后， 专门写信给湖南巡抚：“左公 灾，他捐廉银赈灾；1877 年，陕西、甘肃大灾，
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 （银 子 ） 以赡其私 他再度慷慨解囊……左宗棠家书中仅提及
……公一钱不私于己，不独某信之，天下人皆 “助赈之事”就有 66 处之多。
对于子女与朋友的结交， 左宗棠也非常
信之。 ”
同治十一年 （1872 年），他的次子左孝宽 重视。 当他听说儿子与纨绔子弟结交时，急忙
因家中人口增加，长沙旧居已不敷用，于是在 去信严厉斥责，“至子弟好交结淫朋逸友，今
未征得父亲同意的情况下， 加盖和改作居屋 日戏场，明日酒馆，甚至嫖赌、鸦片无事不为，
多用了六百金。 左宗棠得知此事后，对孝宽作 是为下流种子。 ”就是对自己的侄子，左宗棠
了严厉批评和训斥：“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 也一点不放松， 提出一样的要求：“侄移居省
城，迥不若从前乡居僻静，切宜从严约束，勿
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 ”
“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这是左 令与市井为伍， 致惹闲事学坏样， 是为至
宗棠一生信奉笃行的原则，他认为“惟崇俭才 要。 ”
能广惠”，自己处处节省，才能够广泛周济他
左宗棠教子严格，深受赞许，当时就有人
称赞说：“公 （指 左 宗 棠 ） 立身不苟，家教甚严
人。
据史书记载，1866 年，他捐献银两支持湘 ……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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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
□ 叶 露

□ 芦咏莉
在孩子的学习过程
中， 妈妈的很多做法——
—
如陪孩子做作业、 给孩子
检查作业、叫孩子起床、帮
孩子收拾书包等， 都会让
孩子有这样一种错觉：读
书是为父母所读， 学习是
为父母所学。 在这种心理
的支配下， 孩子的一切行
为好像都是在向妈妈挑
衅：我决不会乖乖读书。
自从小杰上学以来，
小杰的妈妈就好像失去
一会儿，小杰沉不住气了，跑过来对妈
了自由。 因为她要给女儿检查作业，否则
妈说：“妈妈， 我们明天要考语文。 ” 妈妈
女儿只会把作业应付完就不管了；她要为
“嗯”了一声，没有再理她。 小杰又说：“可
女儿收拾书包，否则她会丢三落四；她要
是，明天考试的内容我还没有看呢。 ”妈妈
准时叫女儿起床， 否则她上学就会迟到
还是“
嗯”了一声，没有理她。 小杰有点儿失
……
望：“
妈妈，你怎么不理我呀？ 你是不是不关
但有一天， 一位教育学家的一句话点
心我了呀？ ”妈妈放下手里的家务，认真地
醒了小杰的妈妈——
—“学习是孩子自己的
对她说：“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 要不要去
事，你能逼他做功课，直到他大学毕业吗？ ”
看书，你自己来决定。 ”渐渐地，小杰开始习
于是，一次晚餐后，小杰妈妈一本正经
惯了自己安排学习。
地与女儿深谈了一次。 她告诉女儿：“
宝贝，
“再不好好看书就会考试不及格”“考
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 接下来， 妈妈会放
不好会被老师惩罚的” ……妈妈们时常会
手，让你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
为了孩子的学习操心。 其实，当妈妈不去安
小杰看妈妈坚决的态度，有点儿不信，
排孩子的学习时， 他们静下心来认真学习
她决定试探一下妈妈。
的几率反而会大大提高。 只有妈妈真正地
一天，妈妈下班回家，看到小杰拿着语
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他自己的事情”后，孩
文课本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看书。 她
子才会去为自己的学习负责， 才会把学习
没有像往常勃然大怒， 逼着孩子回到自己
当作一种习惯。
的房间里去看书，而是开始忙自己的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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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老公要出远门，我问
4 岁的女儿：“
舍得爸爸吗？ ”她
抬眼看了一下我桌上的平板电
脑，问：“他带小电脑去吗？ ”我
故意逗她：“带，那是他的东西，
不带怎么行？ ”女儿瞬间就眼泪
汪汪：“我要玩游戏， 不准爸爸
刘
带。 ”看她马上要泪如雨下，我 亚
赶紧说：“哄你玩儿呢， 他不会 华
带的。 ”女儿马上破涕为笑。
看到女儿亲电脑不亲爸
爸， 我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决心让女儿尽早摆脱“高科
技”的束缚，走进“低科技”的生
活。
尽管我对平板电脑也是依
依不舍，但我还是忍痛将它束之高阁。 女儿
到处找电脑， 我编了个理由告诉她：“电脑
坏了，送去维修了。 ”看得出，她挺失落，但
还是抱着希望， 天天问我：“什么时候修好
拿回来？ ”我后来索性说：“电脑修不好了，
拿不回来了。 ”女儿哇地一声哭了，特别伤
心，但也无奈。
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 我白天陪她画
画、跳舞，到图书馆借来漫画书陪她看。 渐
渐地，女儿迷上漫画书了，一个人也能看上
好半天。 我傍晚带她到小区溜冰、荡秋千、
爬双杠。 双休日的时候， 我带她到儿童乐
园，玩沙子、滑滑梯、蹦蹦床，她在里面还能
遇到幼儿园同学，玩得兴奋不已。 尽管女儿
还时常提起小电脑，但很明显，她没那么失
落了，而且性格开朗了许多。
我还教导女儿玩些“低科技”：剪窗花、
折纸、贴贴画、走迷宫、猜谜语，女儿从中不
仅学到了很多知识， 而且发现生活中充满
了乐趣，女儿变得自信而快乐。 我相信，远
离了“高科技”的女儿，童年一定会更多姿
多彩。
□

9 岁到 12 岁，孩子进入青春前期，他们希
望向世界表达自己的力量，试图对世界有一些
控制，有时甚至是以负面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
父母要倾听、关注、了解他们，帮助他们用正
向、积极的方式去影响世界。
父母要了解青春前期孩子发展的三种不
均衡。
孩子拥有海量知识和价值观引导不均 衡 。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懂的知识越来越多，讲的话
父母可能都不懂， 但他并不知道这些知识、信
息能产生什么力量和价值，不知道自己平时与
人相处时传递出来的是消极破坏还是团结合
作。 所以父母千万不要觉得孩子有海量知识
“太棒了”，就对孩子言听计从。 父母仍然要管
孩子， 尤其要管那些反映出价值观的行为，要
确立边界——
—什么事绝对不能做，什么事可做
可不做，什么事爱做就做。
孩子思维能力的发展不均衡。 比如有一类
孩子非常活跃，点子特别多，但是不深入；另外
一类孩子看东西特别深入，但是不灵活；还有
一种孩子爱钻牛角尖，父母要分析自己的孩子
属于哪一类，不同类型的孩子要用不同的方法
去引导。 父母应引导孩子学会换位思考，用各
种假设问题问他：换成你或者旁边那位会怎么
想？ 只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还可以怎么
做……教孩子多角度解决问题。 价值观、思维
品质、自控力，都影响到孩子的均衡发展。 父母
既要尊重孩子的发展，也要支持他们在这些方
面有所成长。
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参与不均衡。 孩子处于
青春前期时，父母中特别强势的那一方的价值
观，会强烈影响到孩子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特
别建议父亲参与家庭教育。 当孩子遭遇失败
后，父母的态度非常重要。 有的父母会说：“没
关系，再来。 ”有的父母会说：“早就告诉你了，
你看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吧。 ”这两种
说法都值得探讨。 孩子遭遇失败时，父母首先
要表达同理心，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
然后再跟他讨论这件事有没有收获，下一次怎
么办，如何改进。

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不良习气。 ”
百余年来，左宗棠嫡系后裔人丁兴旺，目
前已延续至第九代，后人达数百人。 他们秉承
祖训，大多投身于教育、科研、医疗、文化、艺
术等领域，潜心研究、勤奋耕耘，出了数十位
知名专家学者。 左公精神和家风恰如一株株
左公柳，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国外富翁如何调教“富二代”
□ 查一路

诺兰公爵，一位拥有三亿英镑的贵族，其
家产源于继承。但其父的遗嘱中，竟然有一条
规定：诺兰的儿子希伯来 16 岁继承 100 万遗
产，18 岁开始，每年从他父亲那里支取 25 万
英镑的生活费。这项遗嘱，当然体现了祖父对
孙儿的爱。 可是，这难坏了诺兰公爵，他觉得
儿子在这样的年龄支配这么多的财产， 会让
他养成终身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没办法，他只
好六亲不认，不惜与儿子上法庭打官司，其目
的是，将儿子继承遗产的时间从 16 岁推迟到
25 岁。
富翁赫尔利的女儿艾丽原本聪明伶俐，
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家私立学校上学。不久，赫
尔利发现女儿染上了毒瘾。冷静地思考后，他
痛下决心， 把女儿交给了一家严厉的戒毒公

司。这家公司把她带到爱达华州荒野，艾丽经
受了严酷的锻炼。接着，赫尔利又把艾丽送到
一所军事化管理的特殊学校。饮食起居，全部
自理，还有一项专门的航海训练，要求学员与
大风大浪搏击。艾丽彻底戒掉了毒瘾，后来成
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
洛克原本是一位银行家，退伍军人，当他
发现“富二代”日益成为社会问题，于是改行
专门为解决“富二代”问题提供咨询和服务。
五年来，他为 300 名“富二代”提供了服务，帮
他们改变恶习，挖掘潜能，进而让他们自食其
力，甚至超越他们的父辈。
作为一项训练，每年春天，洛克带领这
群“富二代”去北极探险。 这是一项极为艰
苦的训练， 被洛克当作挫折教育加以重点

强调。 极地探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为严
峻的考验，他们要坐着狗拉的雪橇，穿越北
极，天寒地冻，食物匮乏，狂风暴雪几乎要
将人吹倒。 然而，挺过这一关，这些平时娇
惯的“富二代”，性格和毅力都发生了奇迹
般的改变。
“富二代”问题并非顽疾，如何让“富二
代”立志成才，以上几个国外富翁的成功案
例，给我们很大启发。 教育好“富二代”，首先
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充分认识到温室中长不
出大树，对“富二代”不可溺爱、放纵和过分
迁就。 其次要方法得当，让他们离开养尊处
优的环境， 进行吃苦耐劳教育和挫折教育，
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意志品质，这才是教育
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