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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家教
传家风·承家训

荷兰的父母从不把“孝顺”两个字挂在
嘴边，也不会列举生孩子养孩子的苦。 他们
认为那是份内的事，没必要提。 在荷兰，你听
不到以下这些话：“你要孝顺爸爸妈妈哦！ ”

“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你这么不乖，太
伤我的心了！ ”

荷兰有一句俗语———“父母对孩子只有
责任，没有权利”。 我问过很多荷兰家长，为
什么感恩教育里没有孝顺呢？ 他们听了都很
惊讶，反问我：“为什么要教导孝顺？ 孩子爱
父母，不是只要我们对他们好，孩子自然而
然会产生的感情吗？ 这是天性，为什么要教
呢？ ”

那么， 荷兰父母不教孩子孝顺自己，会
教孩子什么？

荷兰父母觉得心里有别人，更需要被教
导。 关于感恩的教育是教你要爱这个世界，
爱大自然，爱小动物，关心比你弱小的人，尊

重为你服务的人。 荷兰父母非常关注一
点， 那就是孩子出了家门能否有能力得
到他人的尊重和爱。

爱斯是我在荷兰的好友。 不管有多
忙， 爱斯每周六都会雷打不动地要和她
的邻居奶奶一起度过。听爱斯说，这位邻
居奶奶终身未婚， 帮着爱斯父母带大了
她，对她很好。 后来奶奶腿脚不太灵便了，她
就每周六都去陪奶奶， 给她洗换床单衣物，
收拾屋子，陪奶奶晒太阳、散步、购物，十几
年来每周如此。 我夸奖爱斯的坚持，可她说：
“我从没觉得我是在尽什么责任或报恩，看
奶奶是我心底的一种需要，仅此而已。 我非
常享受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光。 ”

我有个朋友，她跟我说，她常和 4 岁的
女儿“抢”东西吃，从不让女儿。 她家里人责
备她：“你怎么对亲女儿和后妈似的，以后孩
子不孝顺你，你别哭。 ”她很委屈，对我说：

“我是不想让女儿觉得什么都是她的。 ”她告
诉我，女儿和她的感情很好，也比很多同龄
的孩子独立。 出去旅游，女儿不仅会照顾好
自己，还会帮着照顾家里人。 其实，这是对
的！ 如果每个人都只是索取，认为接受关爱
是理所应当的， 那么爱和情感无法流通，更
不可能具备爱的能力。 我也不认为，说一百
遍“要孝顺”，孩子就会更孝顺了。

爱父母，是天性，不用提醒。 我们要有信
心，只要正确地爱孩子，孩子也会爱你，这是
挡都挡不住的。

陈毅不仅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
帅、叱咤风云的外交家、才情横溢的诗
人，还是一位严于家教、教子有方的模
范父亲。 他克己奉公、以身作则，严格
教育子女，培育良好家风，为世人树立
了光辉的榜样。

荀子说过：“赠人以言， 重于金石
珠玉。 ”陈毅就很注重赠送这种精神礼
物，这是用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

陈毅长子陈昊苏曾回忆： 父亲有
暇和子女沟通的时候， 谈论得最多的
便是古今诗词，或问子女对自己新作的感受，
或以诗词中的微言大义对子女谆谆教诲。

一次， 陈毅用唐诗名句“凭君莫话封侯
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形容革命成功的来之不
易，告诫他们不要依赖父母的功劳与地位，要
永远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上。

1958 年，陈昊苏 16 岁生日时，陈毅思
考良久，最后郑重地把一套《毛泽东选集》
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他，还在扉页上题词：

“读毛主席著作，要学习他的高尚品格、他的
敏锐思想、 他的艰苦作风和他一生为人民服
务的伟大精神。 ”

1961 年夏天，二儿子陈丹淮
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这时
正在国外开会的陈毅， 想到孩子
首次只身出远门， 理应尽父辈教
诲之责， 于是提笔写了著名的诗
《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
（二首）》赠送给孩子们，并将它寄
到了已去大学的陈丹淮手里。 片
纸千钧重，家书抵万金，这首诗的
字里行间饱含着陈毅的良苦用
心、殷殷期盼、切切真情。

陈昊苏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父亲
在写给孩子们的诗作中说，‘革命重坚定，永
作座右铭’，这是父亲认为他给予我们的最宝
贵的精神遗产。 这也是我们做一个革命者最
值得珍惜的品德。 ”

陈毅在家庭教育管理上，既严格又民主。

一方面，在学习等问题上，比较民主自由。 子
女们要考哪个学校、考什么专业，均由他们自
己做主。 但另一方面，在个人的品行锻造与养
成上，陈毅对子女的要求又是很严格的。 孩子
不能有不良的嗜好，不能随便花钱，不该享受
的东西不能去提要求。

父母的好学不倦， 也给孩子们树立了榜
样。 陈毅有两间书房，一间存放的是像《二十
四史》《四库全书》等成套的书籍，这间书房陈
毅一般不许孩子们随便进去。 另一间存放的
是各种文学艺术等杂书， 孩子们可以自由翻
阅，里面的藏书成了他们最早的启蒙读物。

在这样爱学习、重修养、强“充电”的氛围
里，孩子们从来没因学习问题让父母操过心，
没有养成什么坏习惯，做人做事也不张扬。 在
这样宽松民主的家庭里， 孩子们也能按照个
人的志趣得到全面发展。

陈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 李虹

女儿童童的学校举行钢
琴比赛， 她为此兴奋了许多
天。 童童 4岁开始学琴，在学
校水平一直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这次比赛她胸有成竹。

几天后，童童告诉我，雅
涵想和她一起四手联弹，说
这样一定会打遍全校无敌
手。 雅涵比童童大一岁，她俩
水平不相上下。 童童同意了，
两个小伙伴找到了钢琴老
师，选定了参赛曲目，每天一
起练习。

谁知，就在比赛的前两天，雅涵突然
对童童说，她的班主任不同意她们四手联
弹，想让雅涵自己弹，为班级争光。童童慌
了，如果雅涵一个人弹，那她自己弹什么？
剩下两天想练好一首比赛曲，几无可能。

童童找到了雅涵的班主任说情，谁知
老师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原来雅涵在撒
谎，童童知道后伤心地哭了好久。

比赛没有丝毫悬念， 雅涵得了第一
名。从那以后，童童一个月都没有再弹琴，
她说对弹琴一下子就没兴趣了。我理解她
的心情，却不能任由她这样消沉下去。

周末，我特意带着童童去爬山。忽然，
我踩着一个石头，摔了一跤。 我起身后搬
起那块石头，接着上山。童童跟在我后面，
不解地问：“妈妈，你抱着石头干吗？ ”“是
它把我绊倒的，我可不能轻易饶了它。”童
童觉得我不可理喻。

走了一会儿， 我觉得搬着石头太累
了，就让童童先走。 童童生气地问：“那就
把它丢掉呗，我们是来爬山的，又不是来
和石头生气的。”“是啊，我们是来爬山的，
不能因为被石头绊了一跤，就忘记了为什
么出发，更不能一直背负着它，这样，折磨
和耽误的是自己啊。 ”我自言自语。 说完，
我把石头丢在一边， 轻快地继续登山，童
童跟在身后一脸茫然。

终于爬到了山顶，我拉着童童站在山
顶往下看，我问她：“那块石头你还看得见
吗？ ”童童笑着摇摇头。“对啊，把它丢掉，
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如果不肯放手，那
我们很可能就会半途而废。 宝贝，还记得
你为什么出发的吗？”我问童童。“妈妈，我
知道了，我这段时间一直放不下心中的石
头，我再也不会半途而废了。”童童坚定地
说。

“滚蛋吧，挫折君！滚蛋吧，烦恼君！我
要爬到最高的山峰！” 童童迎着风把心里
的不快大声喊了出来，然后，把它们留在
了山上。

如果有一天，孩子被挫折打倒，不妨
问问他，当初是为什么出发的，是为了成
全那个小小的挫折，还是为了去更远的远
方？

如果你和我一样，家里有个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住
的男孩子，你一定也曾为此抓狂过，会想，到底有什么办
法能让他安静下来呢？

后来，我想到了一句“咒语”。 只要我对儿子说出这句
神奇的“咒语”，十次有九次他会很快安静下来，专注地看
向我。

这句“咒语”就是———来，咱们猜个谜吧！ 是的，猜谜
游戏对孩子来说就是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它的神秘性和
未知感能极大限度地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引起
他们的小小兴奋感。

当然，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带着谜语书。 我更喜欢利
用身边的物品自己临时出谜，哪怕是很简单的谜，儿子也
会很喜欢。 比如，我可能会这么说：“宝贝，我在这个房间
里发现了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它是圆形的、是硬
的、浅色的。 ”语气一定要极其神秘。 小家伙的注意力马上
就会被吸引过来，开始瞪大眼睛四处寻找。

开始的描述不能太详细，要保留点神秘感，让小家伙
好好动动脑筋。 到他确实需要帮助的时候，再一点点增加
提示。 经过一步步的猜测、排除、联想，让孩子凭借自己的
思考猜出谜底。

这时候，孩子得到的愉悦感和成就感是很强的。 刚刚
还在困扰我们的事情，早就被他忘到九霄云外了。 如果还
有时间而且孩子愿意的话，可以让他们出谜给我们猜。

这个游戏的作用不仅仅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孩子猜谜的时候要
运用想象力，要组织语言进行描述，能调动孩子各方面的能力。

这样的经验多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很多令父母抓狂的状况，其实
只是因为孩子感到无聊或者烦闷，无法抑制体内的“洪荒之力”，他们
在用整个身心反抗无聊。 这个时候，我们没必要跟他们讲太多道理，也
不必“上纲上线”到教育层面去审视孩子、反省自己。 我们需要做的，只
是想一个小办法转移一下孩子的注意力，让他从百无聊赖的状态中解
脱出来。

孩子想要的并不多，其实只是“有趣”而已。

当下， 作业已是
家庭教育必不可少的
附加品。大量、繁重的
作业让孩子们无暇顾
及个性发展， 挤压了
他们了解社会、 走进

自然、深入思考、动手实践的时间和机会。
如果孩子需要作业来延伸学习的话， 家长要精益求精地

设计作业内容和方式，提高作业的含金量。 我在给孩子设置作
业时坚持宁缺毋滥、少而精的原则，尽量做到“无纸化”。 例如，
通过成长叙事、生活探秘、研究报告、假期游记、家长角色体
验、社区服务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来锻炼能力，将作业与学会做
人做事有机融为一体，开辟孩子成长的第二课堂。

家庭教育要有大格局，家长要树立大作业观，多指导孩子
做些实践型、研究型作业，进而在生活实践中强化对知识的转
化应用。 比如多组织孩子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开展调查研究，
撰写调查报告；为家乡特产创作广告语；收集本地历史名人事
迹……通过这些贴近学生生活的作业， 调动孩子们完成作业
的能动性，能够在实践中极大地提高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长可从家庭生活入手，与孩子
共同完成特色“家庭作业”。 如做交警的家长可帮助孩子梳理
交通安全常识， 做医生的家长不妨向孩子讲解传染病预防内
容，当法官的家长可给学生普及法律法规知识等。 通过家长、
孩子合力完成的生活型作业， 能优化孩子的知识结构和生活
能力，拉长家庭教育链条，传递好孩子从家庭走向社会的接力
棒。

当作业少而精乃至零作业，使“千斤”重担从学生身上卸
掉，就会让孩子玩转知识，玩出一个真实的自我，释放成长的
无限潜力。

教子有方 父母必读

异国之鉴

家长课堂

荷兰父母：孝顺不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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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要有大作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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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左二）与家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