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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一个朋友把自己 13 岁的
儿子送到了国外的婶婶家， 说要让儿子
见见世面，请婶婶照顾一下。 于是，婶婶
就开始了她对一个未成年男孩的“照
顾”。

刚从车站接回男孩， 婶婶就对他说
了一番话：

“我是你婶婶，你爸爸托我照顾你，但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对照顾你的生活并不
负有责任，因为我不欠你爸爸，他也不欠
我，所以我们之间是平等的。 你 13岁了，
基本生活能力都有了， 所以从明天起，你
要自己按时起床，我不负责叫你。起床后，
你要自己做早餐吃， 因为我要去工作，不
可能替你做早餐，吃完后你得自己把盘子
和碗清洗干净， 因为我不负责替你洗碗，
那不是我的责任。 另外，这里有一张城市
地图和公共汽车的时间表，你自己看好地
方决定要去哪里玩， 我有时间可以带你
去，但若没时间的话，你要弄清楚路线和

车程，可以自己去玩。总之，你要尽量自己
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因为我有我自己的
事情要做，希望你的到来不会给我增添麻
烦。 ”

13 岁的小男孩眨著眼睛听着婶婶
的一番言语，心中肯定是有所触动的。因
为在北京的家里， 他的生活都是爸爸妈
妈全盘负责。

是啊，婶婶说得没错，她不欠爸爸，
更不欠自己，自己已经 13 岁了，是个大
孩子了，已经能做很多事，包括自己解决
早餐， 以及自己出门， 去自己喜欢的地
方。

一个月之后，他回到了北京的家，家
人惊讶地发现，这个孩子变了，变得什么
都会做，他会管理自己的一切：起床后叠
被子，吃饭后会洗碗筷，清扫屋子，会使
用洗衣机，会按时睡觉，对人也变得有礼
貌了……

他的爸爸妈妈对婶婶佩服得五体投

地，问她：“你施了什么魔法？让我儿子一
个月之内就长大懂事了？ ”

现在很多的父母太宠爱溺爱孩子，
不把孩子当人看， 而是把孩子等同小猫
小狗一样的宠物，为他们选择好了一切，
吃什么，住什么，用什么，过什么样的生
活……

而实际上父母们应该做的， 仅仅是
对孩子说人话， 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一
个人。

希望年轻的父母们， 学会为自己和
家人活着，也为社会活着，而不是再像过
去父母那样，只为孩子活着。孩子有他们
自己的未来，靠自己寻找，靠自己创造。
或许他们自己找到的未来， 比父母提供
的更好。

作为父母，要学会放手，让孩子了解
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在履行这些责任和
义务中成长，不要做生活全包的父母，避
免教出只会学习的“低能”孩子。

上周六晚上，我带着女儿球球去超
市购物。 她推着购物车对我说：“妈妈，
我也想要买东西。 ”我点点头：“好，你挑
两件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一个多小时
后，我陪着球球把超市逛了个遍，她看
着什么都想要，又无法确定自己到底应
该买哪个。 小小的她站在玩具柜的角落
里，急得直抹泪：“妈妈，我不知道应该

买什么。 ”
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到

最后， 我只能帮她拿了一个卡通挂坠和
一盒曲奇饼放进购物车， 但她的脸上毫
无欣喜之色。回家后，我对老公提起球球
在超市购物的情形， 老公随口一说：“不
会吧，年纪这么小就有选择困难症啊。”

我心里一惊， 一股不好的念头隐隐
升起。 教育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过：
“较之单一的选择，过多的选择可能是种
折磨。 ”看来，太多的玩具、衣物鞋袜，甚
至绘本，对球球都是一种精神负担。这些
选择， 不仅容易让球球陷入纠结的误区
里，而且还让她无法集中注意力。

于是，我和老公两人商议好，从今以
后，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给予球球可供选
择的选项，绝不能超过 3 个。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 球球要玩玩具
时，我不再像往常一样，让她随意到玩具
柜里挑，而是拿了两种玩具出来，告诉她
今天只能二选一。她看了看这两种玩具，
很快地就做出了要玩角色扮演的决定，
随后我干脆地把柜子锁上了。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 那天又是周
六，我照例还带着球球去超市。她推着小
车笑着说：“妈妈， 今天我要买大果粒酸
奶和蛋糕。 ”我笑着点点头。

对孩子而言， 每次选择都是一场头
脑风暴，在他们没有明确目标之前，我们
尽量给他们创造一个单纯的环境， 引导
他们学会正确又快速地抉择。 这种决断
力能让他们在以后面临重大选择时，会
有明确的目标， 这才是我们为人父母的
职责所在。

教子有方

异国之鉴

成语里的家风故事

家长课堂

[成语]�韬光养晦
[出处]�《荡寇志·第七十六回》：“贤

侄休怪老夫说，似你这般人物，不争就此
罢休。你此去，须韬光养晦，再看天时。”

有“韬光养晦”之家风的人物，早在
明朝之前就有出现，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
的一个，当属贾诩。

贾诩出生于东汉末年， 遇上的是三
国乱世，职业则是谋士。在《三国演义》中
他的名气不太大，比诸葛亮、周瑜等人差
得多，也比不过郭嘉、荀彧等人。 但在一
些学者看来， 他可能是那段历史中最高
明的一位谋士， 在唐代史书中他还被尊
为“魏晋八君子”之首。 这种高明的主要
体现，就在于他韬光养晦的风格。

贾诩的先祖是西汉时期的贾谊，就
是写《过秦论》的那一位。 他不仅是一位
文豪，在政治上也很有抱负，针对当时的
朝政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但因为他性

格率直，不懂迂回柔和之道，稍受排挤又
容易愤世嫉俗， 后来因为抑郁过度而
亡。

此后贾谊的子孙多传承了那份文学
上的才作，并世代在朝廷为官，从西汉到
东汉，贾家出了不少大官。具体到贾诩的
一脉， 其爷爷就在西北地区担当太守一
职。须知当时东汉正在衰亡之中，对西北
地区控制力减弱，在异族势力威胁之下，
连年战乱，要在那里当太守，文学上的才
华没有多大用处，更需要军事上的才能。
所以， 贾诩的家风与贾谊相比又有些变
化，那就是比较注重军事、谋略，贾诩的
父亲就是一位将军。

军事上的谋略， 不仅可以用于打
仗，也可以用于处世，就看所学之人会
不会变通， 而贾诩就是这种变通的高
手。 他不仅以自己的谋略料敌，也以其
来揣测主公心思。 当曹操成为他的主公

之后，他发现此人猜忌之心颇重。 自己
恰好又是一位出谋划策、参与机密事务
的谋士，若是过于张扬的话，恐怕就会
让曹操大起疑心。

故而，在投奔曹操之后，贾诩一改往
日做人处世的风格。

他一般不会主动献策， 曹操麾下谋
士多得很，何必要他来多嘴？除非曹操主
动问起，即便问起，他也要根据问题所涉
及的利害，尽量委婉回答。

自己聪明还不行，还必须约束家人，
否则要是哪个子女在外面胡言乱语几
句，那就麻烦大了。 所以贾诩之家，极其
低调，大门一般都是紧闭不开，与许多达
官贵人门庭若市、 呼朋唤友的局面大不
一样。对于子女的婚配，他也没有按照当
时的惯例，在权贵之间搞联姻，而是选择
了一些普通人家。

这种韬光养晦的策略， 不仅让贾诩
躲过了曹操的猜忌， 还让他躲过了曹丕
的猜忌，得以善终。他的子孙后代也延续
了这一家风，一直过得平平安安。

据《新湘评论》

韬光养晦：三国名臣贾诩的家风故事

改善孩子选择困难
□ 张小红

正读一年级的儿子初学
拼音的那段日子，一个 a 的四
个声调，儿子读一晚仍旧还是
读错， 虽然身边不少人都说

“孩子学拼音就是很困难，不
会读都是正常现象”， 但看着
“别人家的孩子”都读得流畅，
我终究不能接受儿子学起来
的“笨”“慢”，所以几近崩溃，
甚至一度怀疑过儿子的智商
问题。连续几晚的认真练习无
果后，我也在每天的情绪狂躁
中筋疲力尽，“算了， 随他去
吧”。想不到的是，就在我接下
来的“不闻不问”中，奇迹发生
了。

两天后，端着书本的儿子
向我大喊“我会读了”的时候，他眼睛里
迸发出的那道光亮， 透着极大欢喜却又
似隐隐藏着一抹小心， 他在情不自禁的
兴奋欢畅中，居然还在想着我的感受，小
小心灵的不确定让他如此渴望我的回
应。 我暗自欣喜的心， 瞬间感到丝丝痛
楚。 这些日子，我都做了什么？ 在孩子的
成长之路上，我只顾自己心情，却忽略了
他的心灵感受；我只求好的结果，却忽视
了他的现有能力； 我用大人的标准来界
定难易，却早已忘记他只是个孩子。

深深的反思让我意识到， 任何一种
学习都是需要一个接受理解内化的过
程， 成长亦是如此， 它绝不可能一蹴而
就。成长之路漫漫，这是一场终点目不可
及的马拉松，比的是孩子的实力，拼的也
是家长的耐力，或许“等待”才是作为家
长或教育者的我们在孩子成
长之路上最该有的模样。“等
待”， 也是教育的一种
美好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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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未成年男孩的国外生活经历
□ 吴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