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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之鉴

传家风·承家训

父母必读教子有方

开国元帅贺龙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
色，从不居功自傲。 贺龙旧居被土匪烧毁了，
解放后，家乡群众想照原样恢复。 贺龙知道后
说：“不要修了，是否可以修一所学校？ ”后来，
在接见家乡负责人时又一再强调， 不要修复
他的故居。

建国后，贺帅给子女立了不少规矩，其中
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求子女和普通老百姓一
样，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贺龙的儿
子贺鹏飞上初中时，一次踢足球腿部骨折。 按
理说，父母心疼都来不及。 可是一个星期后，
父亲就让腿上还打着石膏的儿子去学校，而
且不允许坐他的专车， 在街上包了一辆人力
三轮车每天负责接送。

贺龙有一条规定， 不允许子女以自己的

名义向学校、 组织要求特殊的照顾和
待遇。 每次吃饭，都要求子女不许碗里
剩饭粒， 桌子上也不要掉饭粒。 1962
年，贺鹏飞于北京四中毕业。 贺龙原本
希望贺鹏飞进清华大学读书， 但他的
成绩达不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 当时，
按照有关规定， 高干子弟可以保送进
大学。 贺龙却坚决不同意开后门保送，
这一来， 贺鹏飞竟连续两年没有考上
大学， 一直留在高三补习， 直到 1964
年才考入清华大学。

贺龙收养了 10 个烈士遗孤，加上
自己的 4 个子女， 一家人生活很艰苦。 1954
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烈士子女可以
由公家抚养。 贺龙却说：“他们的父母都是跟

着我干革命牺牲的，我现在有饭吃了，我不能
让他们去讨饭，更不能向国家伸手啊。 ”

养子贺兴桐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新华社国

际新闻部。 他很高兴，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
就回家了。 在离家几百米远的地方，碰到了正
在散步的贺龙。“兴桐，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
贺龙关切地问。 贺兴桐有几分得意：“今天分
配了。 我分到新华社国际新闻部啦。 ”贺龙轻
轻地“哦”了一声，立马回家，喊他的秘书给人
民大学新闻系应届毕业生分配小组打电话。
秘书很诧异，“怎么了？ ”贺龙严肃地说：“问问
他们哪里最艰苦？ ”秘书打完电话，向贺龙回
报说：“甘肃最艰苦。 ”贺龙马上交代道：“我看
贺兴桐到甘肃去比较合适。 ”

不久，贺兴桐被分配到甘肃工作，与贺兴
桐同去的还有贺鹏飞。 在贺龙看来，不能把子
女装在口袋里精心呵护， 应该把他们放到最
艰苦的地方去打磨，让孩子体味真正的人生。

贺龙：不能把子女装在口袋里
□ 朱习文 洪一文

下班时，我一到家，儿子小
鱼儿就对我说：“妈妈， 我数学
考了 87分，但是被老师扣错了
7 分。 ”我仔细一看考卷，果然
是老师计分时多扣了 7 分，于
是说：“明天拿给老师看看，老
师就会给你改过来。 ”

小鱼儿摇摇头：“妈妈，我
害怕，不敢找老师。 ”我吃了一
惊：“怕什么呀， 这是老师的错
误， 计错分了改过来是理所当
然的。”小鱼儿说：“我怕老师说
我。 ”

我想起上次开家长会时，
老师跟我说， 小鱼儿上课不主
动举手发言， 有时让他站起来

回答问题，也得憋好久才说出话。我一直没
当回事，我想小鱼儿性格活泼开朗，爱说爱
笑，并不内向，不发言也没什么影响。这次，
我突然意识到， 小小的他隐约有了畏惧权
威的心理。

我想，一定要帮着孩子走出这个误区。
我搂着他：“宝贝， 其实老师很希望在你需
要他们的时候，能主动找他们帮忙。 现在，
你的分数被计错，这并不是你的错，你去找
老师改过来，他们一定不会批评你。 ”小鱼
儿将信将疑，但还是把考卷放到书包里了。

第二天送他上学时， 我叮嘱他：“记得
把考卷给老师看。 ”晚上，小鱼儿的考卷还
是 87 分，他耷拉着脑袋：“妈妈，老师办公
室很多人，我挤不进去。 ”

我看出他眼里的彷徨与担心， 畏惧权
威的心理不是瞬间就能消除的， 一切都得
慢慢来。我抱着小鱼儿，告诉他：“每个小朋
友都会有害怕老师的时候， 我们要努力克
服害怕的感觉。 ”

之后，我带他去书店买了《我不怕站到
黑板前》《我不会害怕》 等绘本， 晚上一起
看。《我不怕站到黑板前》里的埃尔班一直
认为自己是个胆小鬼， 因为他一站到黑板
前就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小鱼儿看了之后
说：“妈妈，我也是这样，老师一提问我，我
的心就‘咚咚’跳，手心就开始出汗。 ”

看到最后，埃尔班能迈开大步，勇敢地
站到黑板前流利地背出乘法表，小鱼儿说：
“妈妈， 明天我也试试能不能自己去找老
师。”第二天放学，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

“妈妈，我今天到办公室找老师了，老师帮
我改过来了，还表扬我有进步。 ”我笑着摸
摸他的头：“宝贝真棒。 ”

一周后，小鱼儿放学的时候，拿着一块
橡皮，高兴地对我说：“妈妈你看，今天主动
举手回答问题，老师奖励了我一块橡皮。 ”

其实老师早就已经和我说了小鱼儿最
近有很大的改变，能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
时候，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响亮。看着小鱼儿
一天天地改变，我和老师都为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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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爸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乖， 但我发现，只
要人一过了青春期之后，就不希望被人家用“你好乖”来
赞美。

为什么？ 几个高中生告诉我：那根本不是赞美，好像
在骂他笨、平凡呆板、没创意、人云亦云、土里土气似的，
如果真要赞美他，他宁愿接受“你好酷！”“你真可爱！”“你
好聪明！ ”“你的 EQ很高哦！ ”这些比较现代化的用语。

青少年赶流行， 穿一些夸张的衣服，甚
至打耳洞等，这个现象其实是他们想证明自
己不是那么乖，证明他们敢于耍酷。 背后的
心理因素是好想让自己看起来不一样，借流
行的肯定得到一种自信。 想得到自信，是因
为他们心里并无真正的自信， 想得到肯定，
是因自己没法肯定自己。

有某几种“乖”是正面的，比如：在人际
关系中游刃有余、显得乖巧懂事又可爱。 该
动时动、该静时静，是自制力强。 让父母感到
受尊重，是孝顺。 把自己分内的事都做好，是
有责任感。脾气稳定，是 EQ高。这些比较有
弹性的定义常被收网在
“乖”里头，又远非乖
字所能涵括。

然而，很多人
口中的乖，是全无
柔软度的， 只是
“不要有你自己的主
见， 乖乖听我的话就好，
省得我麻烦”。 这种乖就很危险了。

长期被压抑的人，表面上好像都很乖，积压的郁闷
却常默默地寻找着一个惊世骇俗的出口。不习惯于表达
自己理念的人， 也被迫在自我密闭的回路里自言自语，
所有的想法都在黑暗的下水道中累积。 惯于听命令的
人，会像一个被绳索绑缚手臂的傀儡，只会依令行事，一
点判断能力也没有。

太被保护在温室里的小乖乖像没有免疫力的玫瑰
花被移植到现实的森林中， 完全失去了招架的能力。
有点叛逆并不是坏事。 就让他自己学乖，人人都有一条
自己的石子路要走，再爱他顶多只能给他双好鞋，不能
替他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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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 儿子正在跟同学打电话。
刚开始变声的嗓音， 听起来有些陌生：
“我没有幸福感，哪里能笑得出来，人生
真的苦……”这句话落入耳内，我顿时
打了个寒颤。

就在上次的家长会上，老师还跟我
说，儿子变得内向偏激，每次作文都很
悲观消极。 当时，我认为这是青春期在
作怪，过了这阵子自然会好。 现在想来，
他是真的不快乐。

耐克鞋、新款赛车、游戏机，年级前
三名的成绩，爱他的父母亲友……如果
这都不叫幸福，那么，你觉得幸福是什
么样子的？ 晚餐桌上，我终于忍不住发
问。 儿子苦笑着回答：“可以像某歌星，
一夜成名，有万千粉丝追捧；可以买两
元钱彩票，中两千万大奖，妈妈从此不
必辛苦劳碌。 ”我不禁瞠目结舌。

电话里， 我对着老公大发牢骚，抱
怨媒体对孩子的不良影响，也抱怨他常
年在外，什么也帮不了我。 老公笑着说：
“我倒觉得，他那话很耳熟，仿佛在家里
听到谁说过似的。 ”我突然反应过来，这
样的话，正是我的口头禅啊。 近一两年
来，下班后，我进门就苦着脸奔厨房。 晚

饭后，就与朋友通电话，从小职员的难，
说到兼职主妇的累。想必不经意间，就把
这些情绪传染给了儿子。

一个没有幸福感的母亲， 怎么会培
养出有幸福感的孩子。突然觉得很内疚，
如果时光重来，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做
“怨母”。 好在，我还来得及，给孩子一个
“新妈妈”。

改变形象的工程就这样开始了。 我
告诫自己，进家门前，再累也要露出温暖
的微笑。 洗菜做饭时，不许唉声叹气。

每天晚饭后， 我不再抱着手机跟朋
友们诉苦， 而是开始带着儿子去体育馆
打乒乓球。两人技术都很拙劣，我笑他扣
球动作像“菜刀门弟子”，他笑我握拍姿
势像“熊猫烧香”。两个人乐不可支，连一
旁的管理员都笑出了眼泪。大汗淋漓，满
身轻松，远比窝在沙发上，抱着电话倒苦
水舒服得多。 隔几天，朋友埋怨我，怎么
总不接手机， 攒了一大堆苦楚要向我倾
诉。 我嘿嘿直笑，建议她，也把苦水变作
汗水，让满腹怨气与小腹赘肉一起滚开。

儿子告诉我，其实，他一直希望我们
家能像现在这样温馨。 从前最恐怖的就
是听我诉苦， 像被迫吸二手烟， 头晕胸
闷。 我也笑了，为防止诉苦瘾发作，我着
手清理电话本，将一班“苦友”删得七零
八落。若再有人来“骚扰”， 我便诚恳告
之： “天天让孩子们看苦瓜脸， 听苦
经， 哪里还会生得出幸福感。 苦海无
边， 快快回头是岸。” 儿子听得大乐，
直冲我做鬼脸。

原来，快乐是会传染的啊，我也笑了
起来。

快乐妈才能养出快乐娃
□ 刘继荣

美国父母十分关注孩子的个性、创造性、
独立性与心理健康等问题，因此，对美国父母
来说，惩罚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一般
从孩子一出生开始， 父母就会考虑如何惩罚
孩子以及怎样掌握惩罚的“度”的问题。 Holly
的女儿才几个月的时候，Holly 就开始对她进
行惩罚教育了。

某一天， 女儿咬了 Holly。 Holly 对女儿
说：“哦，你把妈妈咬痛了。 ”与此同时，Holly
将女儿放到床上， 并离开她一会儿以示惩

罚。 Holly 对小宝贝的惩罚总是善意的，并
且她在惩罚孩子的时候也会尽力让孩子体会
到她深厚的爱意。美国人从来不打骂孩子，因
为他们认为打骂会损害孩子的自尊。

每次女儿有比较过分的举动，Holly 都会

以很严肃地眼神看着女儿，大多时候，乖巧的
女儿立刻就会明白妈妈的意思， 并对自己的
行为进行反省。 当然女儿也有不乖巧的时候，
如果她的错误比较严重，Holly 会采取一些措
施对女儿进行惩罚， 比如取消周末女儿最喜
爱的活动等等。

美国的幼儿园、 学校也会对孩子的不良
行为进行惩罚。 他们的惩罚方式是：让犯了错
误的孩子一个人到某个角落单独呆上几分
钟。 当孩子意识到他所犯的错误带给了自己
麻烦之后， 老师就会抓住时机对孩子进行教
育，让孩子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如果孩子
过分顽劣，幼儿园或学校则会同家长联系，让
家长一起参与来改造孩子。 严重的甚至会请
家长把孩子领回家， 等教育好了再送回幼儿
园或者学校。

美国：惩罚教育从小做起
□ 佚名

贺龙夫妇及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