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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有方

异国之鉴

传家风·承家训

父母必读家长课堂

彭德怀没有亲生子女，新中国成立后，他
把两个烈士弟弟的孩子一共 7 人接到北京，
供养他们上学读书。 他还把黄公略烈士的女
儿黄岁新、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视如己出，
资助她们读书、生活。 他的言传身教，给这些
革命后人留下了坦荡无私、 清廉简朴的彭门
家风。

对待自己的侄子侄女， 彭德怀有着深切
的舐犊之情。 然而，他对他们在思想和生活上
的要求又是出了名的严格。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全
军的评衔工作由彭德怀总负责。 这年 11 月
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
军工）的调干学员都佩戴上了军衔。 可彭德怀
的侄子彭启超却高兴不起来， 他被授予中尉
军衔，对比那些和自己履历相似的同志，自己
的军衔被压低了一级。

彭启超实在想不通，是凭哪条政策
把自己的军衔压了一级呢？ 寒假回北京
后，他得知是在伯伯的要求下，自己才
被压低了一级军衔。 他非常生气地对伯
伯说：“我们学院这次评军衔，我被生生
地压低了一级，我知道，这是伯伯您的
意见，为什么不按政策办事呢？ ”

彭德怀望着满腹怨气的侄儿：“你
说得不错，你们陈赓院长在和我谈到评
衔时，确实提到了你，是我提出要压低
你军衔的。 ”彭启超“腾”地一下站起来：
“伯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是您的亲侄
子！ ”

彭德怀一脸严肃地说：“正因为你是我的
亲侄子，我才必须这样做。 因为了解你的人，
比如陈院长，知道你是凭本事当上上尉的；可
不了解你的人， 一定以为你是靠彭德怀的关

系才当上的。 全军近百万干部要授军衔，在这
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 这里没
有政策问题，只有全局问题。 ”彭德怀耐心给
侄儿讲道理，他还说：“就说你父亲吧，他连胜
利都没看到就牺牲了， 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
么理由为一点蝇头小利去闹情绪呢！ ”

彭启超被伯伯说得心服口服。 假期结束，

他踏上了返校的列车，在车上他打开了伯伯写
给自己的一封信，上面写着：“启超，你既为彭
家人，就要遵守彭家的家风，那就任何时候都
要清正、廉洁、诚实。 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
人，你还会为肩上多一颗‘豆豆’、少一颗‘豆
豆’烦恼吗？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从我
这，得改改这个规矩，那就是近水楼台‘不’得
月。你也许一时想不通，但时间久了，你会明白
伯伯的一番苦心，严是爱，松是害……”启超读
着读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在彭德怀的侄子侄女中， 彭钢是和他生
活时间最长的， 也是交流最多的。 许多人评
价，彭钢耿直、果敢、秉公办事，身上有彭德怀
的影子。 彭钢说，从物质财产的角度来说，伯
伯什么也没有留下。 但从精神财富的意义上，
他留给后人的是对真理的追求，是对党、对人
民、对祖国炽热的爱。

彭德怀： 近水楼台“不”得月
□ 王德蓉

假期里， 我给女儿报了
个书法兴趣班， 希望通过练
习书法改变孩子浮躁、 缺乏
耐心的毛病。 可是，女儿对书
法很不感兴趣。 我一直在思
考， 怎么才能让女儿打心底
里爱上书法呢？

不久前， 我报了个微信
读书打卡训练营， 每天把读
书笔记“晒”在群里，没有完
成任务就要发红包。 为了不
被罚发红包， 我每天认真完
成打卡任务， 逐渐找到了读

书的乐趣。看来，强制打卡还是有好处的。
我灵机一动，也许这个办法能帮女儿

爱上书法呢。于是，我火速建了个微信群，
邀请孩子的爷爷、奶奶等最亲密的家庭成
员入群，并取名为“家庭成长监督群”。

我跟爱人商量，先从自身做起，每天
坚持完成一件事，然后拍照“晒”在群里
面，感染孩子也爱上“晒”成绩。 爱人选择
了“晒健身”，我选择了“晒读书”。 如果谁
当天没有完成，不能讲任何理由要在群里
发红包。 我俩立刻行动起来，群里一片热
火朝天，晒照片、发红包、抢红包……这时
女儿坐不住了：“妈妈，我能‘晒’什么？ ”我
说：“你可以把每天的书法作业拍成照片

‘晒’在群里嘛！”“好啊好啊！”女儿欣然同
意。

从此以后， 女儿每天一写完作业，就
迫不及待地趴在书桌前练书法，然后将作
品“晒”在群里。 家人们赞不绝口，一个劲
儿地夸她写得好、进步快，还经常发大红
包奖励她。 这下，女儿练书法的劲头更足
了。 就这样坚持了半个月后，女儿不仅爱
上了书法， 在学习上也养成了不用督促、
自觉的好习惯。

心理学上有个方法叫“代币疗法”，就
是在条件强化原理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
奖励使人的良好行为得以形成和巩固，同
时使其不良行为消退。 在微信群里“晒一
晒”也是同样的道理，把练习书法、读书等
任务跟获益或惩罚联系在一起，让孩子觉
得练书法是很有意思的事，远比空口教育
或批评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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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当我在家听到孩子
找我有事的时候， 我经常回答：

“请说。 ”
孩子一开始不太习惯，但听

我说多了“请”字，孩子也渐渐习
惯对我和家里其他人也这样说

“请” 字。 由于在家有这样的习
惯，孩子到学校也习惯对同学说
“请”字。

后来有一天孩子忍不住问
我：“爸爸，你为什么好多时候要
对我说‘请’字？ ”我告诉他：“孩
子是家长的镜子， 我对你有礼
貌，你走出家门到外面就会对别
人有礼貌。 讲文明先从使用礼貌
用语开始。 ”

为了让孩子多了解“请”字的价值，我及
时将一本杂志上介绍的“一个‘请’字价值
200 万欧元，相当于一千多万人民币”的内容
拿给孩子看。 在电报刚兴起的时候，发电报
是按字数收费的，法国人电报中用的“请”字
就多花了将近 200万欧元。 我告诉孩子：“只
要你对别人说‘请’字，就相当于给了别人有
价值的东西。 ”

简单的事情需要坚持做才会有效果。 对
孩子说“请”字看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到并
不太容易，特别是在孩子犯错之后。 我曾经
做过对比，孩子犯错之后，用命令的语气要
求他改正，孩子即使改了，下次依旧会犯同
样的错误。 但我用“请”字，提醒孩子改正错
误，孩子会很主动，而且改了之后通常不再
犯同样的错误。

“每个人都愿意改变， 但都不愿意被改
变。 ”孩子说我用带有“请”字的语言批评他
时，态度很平和，他很乐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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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觉得女儿活泼开朗， 父女亲密无
间，如同朋友。 可就在女儿读初一时，好像突
然变了个人。 沉默、封闭、叛逆，不愿意和我
们交流。 我苦恼、迷茫，不知所措。 一个偶然
的机会， 我看到了一篇家长写给女儿的信，
饱含真情，充满睿智，我备受启发，于是开启
了与女儿的书信交流。

第一封：含泪倾诉
我的第一封信是伴着无奈、委屈和泪水

写完的。 我告诉女儿，我很爱她，但因工作非
常忙，没能有时间陪她，希望能得到女儿的
谅解。 结果却让我大感意外，女儿给我留言：
“与我无关”。

第二封：创造契机
第一封信毫无作用，我打算从女儿的兴

趣入手。 女儿特别喜欢《王者荣耀》这个游
戏， 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些体会写在了信中。
女儿给我的回复是：“你只是一个理论家，如
果你能在游戏中战胜我，我就服你。 ” 我开
始利用工作之余，认真研究这个游戏。 比赛
时，我胜出了。 女儿迫不及待地问：“爸爸，您
以前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怎么这么厉害，您
能教我吗？ ”“爸爸教你。 ”我们的交流开始。

第三封：初步交流
这次我没急于写女儿存在的问题，而是

写了一封列举女儿优点的信： 学习成绩优
异，有礼貌，尊重老人，是爸妈、老师眼里的
好孩子。 这次女儿用一张纸给我回复：“爸
爸， 我一直以为在您心中工作是第一位的，

现在我慢慢觉得， 其实我在您心中同样重要
……”看到女儿的回信，我眼睛湿润了，女儿
开始接纳我了。

第四封：真诚道歉
女儿接纳我， 仅仅是个开始。 我认真反

思，真诚地向女儿道歉，并立下“军令状”，要
主动改掉自己的“错误”，让女儿时刻监督，我
给女儿写了第四封信。女儿很快回信，既有对
我的理解，也有给我的建议。压在我心头多日
的苦闷，终于可以释放了。

第五封：真心交流
我们又成了好朋友， 女儿终于又回到正

常的轨道上。可面对青春期的女儿，我总感觉
有些话无法面对面表达，于是写了第五封信。
从行为、习惯、性格、早恋八个方面提出了我
的看法和建议。 没想到女儿给我写了十多页
的回信， 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了她的观点和
想法。看到这些，我真的庆幸当初没有粗暴武
断地对待她的情绪。

第六封：美好祝愿
我知道女儿已经从青春期的迷茫逐渐走

了出来。高兴之余，给她写了第六封信：“亲爱
的女儿，谢谢你给我和你一起成长的机会。老
爸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最贴心的朋友
和最亲密的伙伴。 ”

如今，女儿已经上初三了。她不但学习成
绩优异，而且阳光、自信、开朗。历时八个月的
六封信， 让我又成了女儿最值得信赖的爸爸
和朋友。

我给青春期女儿的六封信
□ 张辉

芬兰孩子的阅读能力在 PISA 测验 （国际
学生能力评估）中常居世界之冠。 我在芬兰学
习期间， 也感受到了芬兰孩子爱看书的习惯，
真的是从零岁开始培养。

芬兰孩子的第一本书大多数是芬兰政府
送的，那是每个宝宝都会拥有的诗歌绘本。 政
府希望幼儿从小就在父母的吟咏中，感受语言
的韵律节奏。 在芬兰的图书馆，每周也有固定
的讲故事时间， 邀请爸妈带着孩童来听故事。
我常看芬兰爸妈带着孩子，在图书馆的儿童区
尽情阅读，可以出声，可以表演，可以把听到的
故事画下来。 让儿童把阅读到的故事，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输出，通过这种正向反馈，激发了
孩子进一步阅读的热情。

有一位芬兰朋友跟我讲述了她的亲子阅
读日常：“我们家从来不看电视，我和丈夫更喜
欢每天晚上陪伴孩子阅读和画画。 一开始，孩
子都是坐在我们身边看绘本，有的绘本读过好
几遍后，孩子就边听边画下来。其实，我不是太
在乎孩子懂得了多少道理，我更在乎他打开一
个新世界时脸上的惊喜，我想这就是阅读最初
的趣味———满足和激发好奇。 ”

如果孩子就是不爱阅读， 甚至有阅读障
碍怎么办？ 据了解，有两个主要因素导致儿童
的阅读障碍：第一类是生物原因，是孩子的基
因导致的，从世界范围来说，有 5%的孩子是生
物原因导致的。 在芬兰，这个数字大概是 3%。
第二类是环境原因， 例如对孩子的阅读教育

没有到位，使得孩子出现了阅读问题，从世界
范围来说，这样的孩子能达到 90%。 但是在芬
兰， 由于环境原因导致阅读障碍的孩子几乎
为零。

在芬兰，还有一个阅读能力评估，是针对
4～5岁小孩的阅读能力测试，看看孩子上小学
前是否具备阅读能力， 以应对接下来的学习。
如果孩子没有通过这个阅读能力评估，芬兰的
家长可以登录一个名叫 LukiMat 的教育网站，
获得更多信息和材料，辅助在阅读能力和数学
发展方面有困难的孩子，完成幼升小的顺利过
渡。

芬兰人相信阅读是一切学科的基石，只有
夯实基础，才能慢慢盖起学习的大厦。

芬兰：孩子阅读习惯从零岁开始培养
□ 钱文丹

彭德怀与妻子浦安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