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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家教

父母必读

传家风·承家训

教子有方

刘少奇优良醇厚的家风一直为人称颂，
他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刘少奇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开销及接济
亲戚等费用支出， 全靠他和王光美每月的工
资，经常捉襟见肘。 由于花销大，他平时很注
意节省。 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饭，有时热热剩
菜剩饭就算一顿。 刘少奇衣着也很朴素，在家
里穿的普通布衣和布鞋，有的都洗褪了颜色，
衬衣总是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 有一
次，他的一件衬衣破了一道很长的口子，警卫
员劝他做件新的，他说：“不要紧，再缝一缝，
还能穿些时候。 ”他的床单一用就是十几年，
一条围巾用了整整 16 年。 他的上海牌手表，
总是坏了就修，一直坚持用到逝世。 他每天就
是一壶茶，没茶味了，就再续上点茶叶。

他对子女生活上要求极严，严禁孩子们
生活奢侈。 他总要求孩子“穿衣服不能脱离
群众，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
刘少奇的言传身教， 使子女们都养成了勤俭
节约的良好生活习惯。

刘少奇十分重视子女世界观的改造，经
常要求子女，“在任何时候、 任何问题上都要
首先考虑集体的利益，把集体利益摆在前面，
把个人愿望、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 他
在给儿子刘允若的信中就指出：“不要怕自己
吃了一点亏，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要肯于为
大家的事情吃一点亏。 ”

1951 年，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被莫斯科
大学录取为化学系的研究生， 并在四年后获
得了副博士学位。 刘允斌深受父亲的影响，他

时刻不忘家风，在面临人生抉择时，总是把国
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刘允斌先是舍
弃多年研究积累， 从化学研究转为国家急需

的原子能研究。 后来，他又收到父亲的家书：
“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我相信你一定
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
利益。 ”在父亲的鼓励下，他背着简单的行装，
毅然踏上了返回中国的列车。

刘爱琴是刘少奇的大女儿， 在谈到父亲
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时说：“不少人以为我们
是国家主席的子女，肯定处处受照顾享福。 殊
不知父亲对我们都是从严管教， 有时甚至严
厉到接受不了的程度。 ”

刘少奇对子女爱而有教，遇事商量，大事
晓之以理，小事循循善诱。 召开家庭会议，征
求意见，是刘少奇教子的一个显著特点。 他的
言传身教和严格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
们的成长。

“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
□ 李颖 王刚

爱拖延“减法”来帮忙
□ 李林

一天，我正和朋友聊天。“妈妈，你有没
有听我说话？ ”灏突然打断我(之前他对我说
了什么确实没听见)。 我没理他，继续和朋友
聊天。

“妈妈,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他把声音又
提高了一些，显然是不耐烦了。 我不好对他发
脾气，于是说:“妈妈不是没听到你说话，可我
和阿姨说话在先，我们还没讲完呢。 ”“哼！ ”灏
显然不满意这种回答。“好吧，妈妈听你说，有
什么话就跟妈妈说吧！ ”

“光头强要去砍树，被图图发现了。 ”原来
他缠着我，打断我跟别人讲话，是想分享他觉
得有趣的故事。

我的做法是，让孩子把想说的话说完。 有
些事情小孩子不像大人一听就明白，你得有耐
心， 慢慢帮他理清关系。 耐心听他讲完后，我
说：“灏，你的故事讲完了。 我能和你说点事情
吗？ ”“行啊！ ”这时候他会非常乐意听你说，还
会非常乐意接受你的建议。

“刚才你讲故事给妈妈听的时候，阿姨有
没有插话？ ”他摇摇头。“如果你正在跟朋友讲
故事或者聊天，别人打断了你，你肯定会不开
心对不对？ ”灏点点头。“那当我和别人讲话的
时候， 是不是要等别人把话讲完了， 你再说
呢？ ”灏肯定地回答:“我不该插话，这样很不礼
貌。 ”纠正孩子插话就这样在轻松愉快中完成

了，后来孩子也很少出现随意插话的情况。
有时候孩子爱插话，一方面是缺乏自我控

制能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其表
现欲强，希望通过参与大人的谈话，得到关注
和认同。 作为家长，应该像保护孩子的好奇心
一样，保护孩子的表现欲，避免让孩子有被冷
落、不被重视的感觉。 我们可以先了解孩子的
内心感受，再表达自己的建议让孩子愉快接受
建议的同时，顺势引导。 我相信孩子会理解你
的想法，也会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

所以，与其给孩子下命令或定规矩，不如
先让孩子“表演”，让他自己寻找藏匿于身上的
坏习惯，然后慢慢修正它，赶跑它。

孩子爱插话如何应对
□ 乔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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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家人

“赶快！ 石头，不然要迟到了！ ”“快吃早
餐！ ”自从石头开始上学，这就是我每天早上的
状态。 即便如此，石头很多时候还是来不及吃
早餐。

一次同学聚会，我碰到做心理咨询师的大
同，忍不住向她吐苦水。 大同告诉我：“你最大
的问题就是把石头的问题变成了你自己的问
题，所以你怕他迟到、怕他挨批评、怕他成绩下
降……但你仔细想想，最应该对这些事负责的
是谁？ 我建议你给自己做‘减法’，把孩子的责
任还给他。 ”

听她这么一说，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原来，
这些都是石头的事。 我在催促他的时候，就已
经“越界”了。 清醒地意识到问题后，我决定把
责任还给石头。

当天晚上，我告诉他：“石头，明天早上妈妈

七点十分要搭公交车去上班，如果你没有赶上，
就不等你了。”第二天一早，我六点半叫醒他，接
着开始做饭。 半个小时后， 石头才缓缓走到客
厅，先是坐在沙发上发呆，接着竟然又睡着了。

整个过程我都强忍住没说一句话。 七点，
我把他摇醒：“石头，已经七点了，妈妈单位有
事要先走了，饭在桌上，你待会儿睡醒了自己
吃。 ”石头怔怔地看着我，他没有想到我竟真的
不等他。 出门后，我给他的班主任打了电话说
明情况，老师表示非常支持。 我中午回家时，只
见石头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 看到我，他哽着
声音说：“妈妈，我今天没去上学，老师肯定会
批评我的。 ”说着，他扑到我的怀里哭了。

我扳过他的身子：“石头，你记住，今天没
去学校的那个人是你不是我，我只负责把你送
去学校，而准时上学是你的责任。 我希望你明

天六点半起床， 七点十分准时出发去坐公交
车。 ”显然，这种方式十分有效。第二天，我们按
时坐上了去学校的公交车。

从那以后，我一改以往的“大包大揽”，而
是给石头提供选择， 让他学会自己承担后果。
比如：“石头， 如果我们十分钟内就能出门，看
电影就不会迟到。 如果不能，要么少看前面一
段，要么浪费票不看了。 ”

与此同时，我按照好友的建议改变说话方
式，将“赶快”变成“我希望”。 比如，我以前爱说
“赶快，石头，我们还要去下一个地方”，现在，
我会告诉他：“我希望我们能在半个小时后到
下一个地方，我们车程有十五分钟，所以现在
差不多要去停车场了。 ”

就这样，石头的状态越来越好，老师还表
扬了他，他也认识到了把握时间的好处。

家长课堂

异国之鉴

晚上，8 岁的儿子恒宇正
在房间写作业，5 岁的女儿可
可坐在琴凳上练琴。 可可刚开
始学习钢琴， 琴声听上去杂乱
无章， 这引起了恒宇的强烈不
满。

“吵死了！吵死了！”恒宇猛
地从房间冲出来，向我抱怨道，

“妈妈，你能不能让可可不要再
制造噪音了， 我都没法写作业
了！ ” 我问恒宇：“有那么严重
吗？ ”“当然了！ ”恒宇厌烦地大
喊，“不信你去写作业试试！ ”

我来到恒宇的房间，其实，
钢琴距离他的房间有四五米
远，况且，他还关着门，不至于

吵得没法写作业。 这让我突然意识到，自
从恒宇进入小学以来，我们在他写作业时
尽量不开电视，也不制造噪音打扰他。 不
料，孩子对来自外界的干扰竟没有了丝毫
的抵抗力。

为了让恒宇排除干扰， 重新安心学
习，我告诉他，日本孩子平时读书学习都
是在客厅等公共空间里进行，他们认为这
种习惯将有助于他们成年后，在任何公开
的集体、 办公环境里都能高效地完成工
作，不抱怨工作环境。

但这样的大道理并未能说服恒宇。 我
又讲了毛主席年轻时为了锻炼意志力和
注意力，特地到喧闹的菜市场旁边看书的
故事。 继而告诉他：一旦你将精力集中在
自己要思考的问题上，就会发现周围干扰
你的声音正一点点变小，直至消失不见。

说着，我拿了本书坐下来，对恒宇说：
“咱们一起来学习好吗？ ”恒宇最初还有些
不乐意，坐在书桌前的他，一会儿抠抠指
甲，一会儿拿着橡皮在书桌上转圈玩。 我
继续认真地看着书。 过了七八分钟，他终
于将橡皮放进文具盒，开始继续写作业。

有了这次良好的开端， 我开始意识
到，相对于言传，身教对恒宇更奏效。 接下
来的日子， 家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幕：
可可在客厅练琴，我和老公在一旁看书或
读报，恒宇则在房间里写作业。

有一次，恒宇出来喝水时，见我和他
爸爸都在全神贯注地看书，而可可正在弹
奏着并不动听的钢琴声。 恒宇忍不住问：

“爸妈，你们不觉得吵吗？ ”我摇头，老公则
表示，自己只顾着看书，琴声丝毫没有影
响到他。 恒宇再回房间时，我意外地发现，
他竟然没有关上房门。 令我讶异的是，接
下来的几天，恒宇在写作业时竟然一直将
房门敞开着。

显然， 琴声对他的干扰已不复存在，
他已将来自外界的干扰置之度外。

刘少奇的平民家风：

儿子今年 6 岁，学会了攀比，穿衣服要名
牌，吃饭要高档美味，一点也不懂得节俭。 前不
久，儿子嚷嚷要去海外旅游，正好朋友在澳大
利亚，便带他去了。 朋友从澳大利亚留学毕业
后，在一家公司做主管，干得很不错。

朋友尽地主之谊， 带着我们去当地旅游。
出行前，我们在超市里买了水，以备不时之需。
就在我们返程时，买的水已经喝完了，儿子大
声地说，他要喝可乐。 我见不远处有一台自动

售饮机， 便问了朋友的儿子吉米森要不要饮
料。 小家伙抿了抿嘴，看了看朋友，可能朋友未
同意，便摇了摇头。 我急匆匆地买完饮料后赶
了回来。

朋友从接待大厅取了纸杯，到洗手间接了
一杯水给杰米森。 我很纳闷，朋友收入算不错，
连一杯饮料都舍不得买，而是在洗手间里接一
杯自来水，可以看得出来多“抠门”。

朋友看出了我的疑惑，说：“澳大利亚的自
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你看，有很多人从卫生间
用杯子接水喝。 ”朋友接着说：“不是我抠门，而
是要让小孩子从小养成节俭的习惯，这就是文
化的差异吧！ ”朋友的一席话，让我开阔了眼
界，一旁的儿子似乎受到影响，低着头，表情有

些尴尬。
有一天， 杰米森的学校要搞文艺活动，我

跟朋友一起去接他。 气温已经降了，我给儿子
穿上了薄棉衣。 在寒风中等了近半小时，看到
杰米森跟同学从学校走了出来。 意外的是，这
些孩子几乎都光着头，只穿背心和短裤。 这时
气温很低，只有几度。 见孩子这样的穿着，朋友
并没有嘘寒问暖，给他戴帽、披衣，而是谈起训
练的收获。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朋友跟我交流了很
多澳大利亚父母的家庭教育。 澳大利亚的爸爸
虽不缺钱，但不会一味迁就子女，要让他从小
养成勤俭的习惯，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随行
的儿子也受到了启发，变得节俭起来。

澳大利亚的富爸爸与穷儿子
□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