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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家教
传家风·承家训

出生于四川荣县的吴玉章是位德高望
重的老一辈革命家。 在延安时期，吴玉章与
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
称为“延安五老”。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长
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为文字改革工作
付出了很多心血。

1963 年 11 月 20 日，吴本清探望自己叔
祖吴玉章， 离开前请吴老写几句话作留念。
吴玉章就在他的日记本上题词，写了用于客
厅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创业难，守业更难，
须知物力维艰， 事事莫存虚体面”， 下联是

“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
立好规模”。 写后吴玉章还解释说：“这虽是
居家格言，但包含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 ”
“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是吴玉
章家风内容的高度概括。

吴玉章家风是他革命经历和贡献的凝

练，他一生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时
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并且在
多领域多方面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他是教育家、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
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
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 1950 年至
1966 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同时还
曾先后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
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主任等职。 他一生务实严谨， 一专多
能，践行了自己提出的“事事莫存虚体
面，行行当立好规模”的家风格言。

吴玉章一生为革命事业奔波，不搞任何
特权,他的家风也深深影响了家人。女儿吴春
兰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共青团，积极投身

土地革命，1933 年牺牲；儿子吴震寰 1919 年
赴法勤工俭学，1930 年入党，1938 年学成回
国从事水电建设；子孙辈中间很多都是不同
领域的专家。

吴玉章家风:事事莫存虚体面

吴玉章与青年学生

□ 刘全

在别人眼里， 陈景润是中国
科学院院士，享誉世界的数学家。
可在独生子陈由伟眼里， 爸爸只
是一个能够容忍他“淘气”的人。

陈由伟小时侯特别淘气，总
是拿一支笔在家里的墙上乱涂乱
画。 可陈景润从来不生气，认为那
是儿子在动脑筋， 让妻子不要管
他。 他说：“这样的孩子脑子灵
活。 ”因为陈景润的这番话，陈由
伟更来劲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家里有个超大的计算器， 陈由伟
总是好奇地按来按去， 觉得非常
有意思。 每蹦出来一个数字，他总
是目不转睛地瞧着， 心想这东西
怎么会认数字？ 后来，他不但把计
算器翻来覆去地折腾， 还把那些
按键一个个“挖”出来，想看看里
面究竟藏着些什么东西。 身为母
亲的由昆急得直跺脚。 陈景润则认为儿子在
作研究，摆摆手不让她管。

如此一来，陈由伟的胆子自然更大了。 崭
新的玩具，不一会儿就被拆开了。 拆开也不要
紧，要紧的是装不上了。 好好的玩具就“报废”
了，由昆很心疼，觉得孩子不懂得珍惜，就沉
下脸斥责儿子，让他玩时小心一点，不要动不
动就给弄坏了。 陈景润一听，赶紧过来为儿子
辩护，说：“孩子有好奇心是一件好事。 他能拆
开玩具证明他有求知的欲望，能研究问题，当
父母的要支持他才对。 ”

陈景润认为，孩子有个性才能成才。 每次
孩子写作业， 陈景润都会问儿子：“除了这种
方法，还有没有其他的解题方法呢？ ”儿子说：

“老师就教了我们这一种解题方法。 ”陈景润
鼓励他：“那没关系的。 把这种方法写上，再写
上其他的方法。 ”这种拓展思维的方式，对陈
由伟启发很大。 渐渐地，无论在学习上还是生
活中， 陈由伟都会这样来思考问题———除了
这种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2003 年，22 岁的陈由伟出国留学， 在加
拿大多伦多攻读国际商贸。 一年后，身负使命
感的他，为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主动转到
了应用数学系。 他说：“我是陈景润的儿子，我
就应该‘子承父业’，去学数学。 ”一开始，他对
数学并不感兴趣。 后来， 在不断深入的学习
中，他渐渐爱上了数学，迷上了数学，也才终
于真正读懂了父亲一生为何对数学那样痴
迷。 他说：“数学领域精彩纷呈，难怪父亲如此
热爱。 ”

后来， 陈由伟成为了一名数学系的硕士
研究生。 在探索数学研究的道路上，他继承了
父亲的事业。 尽管探索数学未知领域的道路
很艰难，但他一直对自己说：“要像父亲那样，
对数学充满热情和执著，坚持走下去。 ”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犯错
误， 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孩子不犯错
误。 但父母批评孩子时要注意方法、
讲究技巧，按孩子能够接受、也乐意
接受的方式去进行，这样才能取得好
的效果。

低声： 有的家长在批评孩子的时
候往往气急败坏、高声大嗓，其实这是
一种极其落后而低级的教育方法。 这
种方法施之于年龄偏小的孩子， 易造
成孩子胆小懦弱； 施之于年龄稍大的
孩子，易造成孩子倔强叛逆。“低而有
力”的声音往往会引起孩子的注意，也
容易使孩子注意倾听，这种低声的“冷
处理”，比大声训斥的效果要好。

暗示： 有的家长对孩子要求较
严，又沉不住气，不管大错小错都会
及时提出、及时纠正，但时间长了，孩
子总是处于被动改错的位置。 心理学
研究发现：孩子做错事时，总担心父

母会责备他，如果正如他所想的，孩子反而会有
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对家长的批评和自己
所犯过错也就不以为然了。 相反，如果父母保持
沉默， 孩子的心理反而会紧张， 会感到“不自
在”，进而反省自己的错误。 在家里，孩子喜欢、
害怕的家长是说话少的一方， 而对整天唠叨的
家长并不当一回事。 孩子犯有过失，如果父母能
心平气和地启发孩子， 孩子更愿意接受父母的
批评和教育，这样做也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

换个立场：换个立场有两层含义：第一，当
孩子犯了错误时，家长要换位思考，想一想自己
小时候是否犯过同样的错误。 也只有站在孩子
立场上理解孩子的时候， 你的批评指导孩子才
能乐于接受。 其二，当孩子惹了麻烦遭到父母的
批评时，往往会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以逃避父
母的责骂。 此时最有效的方法是， 回敬他一句
“如果你是那个人，你会怎么解释”，这会使大部
分孩子发现自己也有过错， 并会促使他反省自
己把所有责任嫁祸他人的错误。

适时适度： 有些家长比较粗心， 在教育孩
子时易犯冷热病。 对孩子的错误，有时间、想起
来了，就说上几句；没时间、想不起来了就过去。
但等某一天心情不好， 或者孩子又犯了新错误
的时候，这部分家长又记起了孩子过去的错误，
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而且很严厉。 这样时有时
无、松紧不一的教育方式，对孩子正常的成长是
不利的。 孩子的时间观念比较差，加上好玩的天
性，昨天发生的事，仿佛已经过了好些天了，刚
犯的错误转眼也忘了。 因此，父母批评孩子要趁
热打铁，不能拖拉，否则，事倍功半。 我们是否发
现这样的事实： 当你指出孩子前几天所犯错误
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不承认，还会觉得父母小心
眼，老拿过去的事情找茬。 所以，当发现孩子的
错误时，家长最好及时指出、及时纠正，不要等
到明天或者后天。

随着家庭对孩子学前培养的越
来越重视， 很多孩子三四岁就开始
已经学习多项才艺，参加各类培训，
于是诞生了很多小小年纪就能弹会
唱的“小大人”。

在本该肆无忌惮的童年， 家长
的用心裁剪真的能让孩子们快乐
吗？ 孩子是在按照他的天性自由生
长吗？ 他将来会成为他想要的那个
自己吗？他将来的爆发力有多强？他
将来持续发力的心理空间有多大？
长大之后，他的内心，是否能每天都
充满阳光？

每一段人生都应该有它的特
点，童年的顽劣、少年的天真、青年
的进取……人生四季，光景不同。 在
我将近 20 年的教书生涯里，我教过
小学、初中、高中、职高。 我明显地感
觉到，很多孩子到了一定时期，他自
然会安静下来。 那些调皮的孩子有
更大的进取空间和逆袭可能。 每个
人最终都会“沦为”社会规矩的主动
适应者，成为一个生存斗士、发展斗
士。 回头去看，如果我们连“熊孩子”
都不曾当过，从来都是这么乖，是不
是人生也很遗憾？

我曾经教过一个基础很差的
“熊孩子”，在耐心的引导下，他在高
考中语文逆袭 120 分。 很多人认为
知识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 能力
是一步一步锻炼出来的。 以我的经
验而论，一个人年龄渐长之后，只要
他有强烈的渴求， 他就可以在短时
间内学习到大量的知识， 也可以在
目的明确的实践锻炼中成长为精干
的人。 胸无大志、过于遵规守矩，不
能吃苦霸蛮， 缺乏集中发力的魄力
和坚持发力的韧性， 才是最终成才
的真正阻碍。

孩子不是艺术品， 孩子的将来
不应该是雕琢出来的， 而应该是在
适当引导下自然成长的结果。 所以
我常想，孩子是不必急于优秀的。 人
生是漫长的自我发现、自我挖掘、自
我完善的过程， 只是这逐渐积淀成
长的过程中， 我们彼此都要保持足
够的信心和耐心。

人生千姿百态，从心所欲就好。
家长应只愿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
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有生命韧性
的人，保持乐观和活力，保持正确的
价值取向。

“熊孩子”一般形容调皮的孩子，在公
共场合常常少不了他们搞破坏的痕迹。 日
本有没有闹人的孩子呢？ 有， 但是比较少
见。 这跟日本的家长注重家庭教育、礼仪教
育以及孩子能在一个重视社会礼仪的环境
中耳濡目染地长大，有着紧密的关系。 除此
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人认为，
儿童的礼仪教育是整个社会中所有大人的
责任，而不只是孩子家长的责任。

日本家庭教育的细致化使得日本的孩
子从小就十分懂礼貌。 一个孩子从小到大
要学习的礼仪数不胜数， 有的也许是通过
言传，有的则是身教。 仅仅是拿雨伞这件小
事，也会有许多礼仪规矩：不能横打着雨伞
走路， 拿着雨伞的时候不能一边甩一边走
路，上电车或者公交车前要把雨伞折好。

在饭桌上的礼仪也不少： 在餐厅吃饭

不可以随意到处走， 不可以大声吵闹，不
可以给别桌的客人添麻烦； 在朋友家吃
饭，必须要用“公用筷子”把菜夹到自己碗
里； 尽量把自己碗里的食物都吃干净，不
拿超过自己食量的食物。

日本社会有这样的说法：“有礼貌的
父母，就会有懂礼貌的孩子，看到孩子也
就知道父母是怎样的人。 ”相反，正因为是
孩子，才要认真地遵守规矩和礼貌，否则
长大了就会在社会上吃更多的亏，也会有
人替自己更狠地教训他们。

我曾经不止一次在电车上看到， 年轻
女性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婴儿， 一旦婴儿啼
哭而又哄不住， 她就会在下一站带着孩子
下车，等到哄好了再上下一趟车。 不论对刚
出生不久的婴儿还是已经四五岁的小朋
友， 妈妈们都是一样的做法： 不哭了再上

车。
没有天生的乖小孩，也没有天生的“熊

孩子”。 要遏止“熊孩子”现象，首先要在全
社会达成共识，礼仪教育非常有必要，且儿
童礼仪教育的重担不仅限于家长， 更是社
会中所有人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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