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必读

美国不少富人在孩子身上花
的钱简直可以说是“吝啬”， 但这
种“吝啬”换来的却是富二代的自
强，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富孩子穷
养。

“富豪”家庭送孩子上公立学校
富人家的孩子上什么学校呢？ 在

人们感觉中， 富人的孩子一定上私立
学校，从小就培养贵族作风。 实际上，
家庭净资产在 100 万美元以上、1000
万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下称为“小富
豪”），三分之二家庭的孩子是读公立
学校。即使是家庭净资产在 1000 万美
元以上的家庭 （下称为 “大富豪 ”），
55%的家庭也是送孩子上公立中小
学。

塑造子女多元化价值观
在很多介绍富人成功的文章和书

籍中， 都会强调富豪们将自己的价值
观念从小就灌输给子女， 尤其是那些
出了大名的富豪， 他们教育子女的方
式几乎就成了经典。

在美国“小富豪”家庭，父母把塑
造子女价值观念当成了自己伟大的历
史使命。 在“大富豪”家庭，塑造子女价
值观念也是父母的一个责任， 但他们
更强调多元化和多样化。 比如，家庭的
其他成员、朋友、学校都是塑造孩子价
值观念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且这些家
庭还很注重聘用专业顾问指导子女，
以使子女的视野更开阔。

身价 75 亿美元的巴蒂斯塔认为

养孩子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先遭遭罪、
经历一些痛苦。 巴蒂斯塔教育孩子的
高招是让他们干粗活、干脏活，让他们
了解什么叫劳动和金钱的价值。

事实上， 大多数富豪教育子女的
目的不仅仅是让后代只认得钱的价
值， 而是花更多时间告诉孩子做慈善
事业的意义、加深文化的阅历、参与有
助个人品质提高的活动。 根据一项调
查，91%的美国的“大富豪”表示他们鼓
励孩子参加慈善活动， 这些家庭的孩
子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将自己的钱捐献
给慈善组织。 在“大富豪”家庭，未成年
孩子中有 45%的人学习之余也去打
工， 近一半的孩子从父母处得不到零
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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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里的家风故事

[成语] 海阔天空
[释义] 指天地宽广无边。 比喻人的

心胸开阔。
[出处] 《暗别离》：“朱弦暗断不见

人，风动花枝月中影。 青鸾脉脉西飞去，
海阔天空不知处。 ”

[大意 ] 琴弦已经弹断，不见弹琴的
人；风吹动花枝，荡动月影；青鸾鸟向西
飞去，在宽阔无垠的天地间，不知要飞往
何处。

[家风故事] 古代做官的荣誉最高级
别是“配享太庙”。所谓太庙，就是历朝历
代用来祭奠皇帝的地方， 也就是皇族独
有的祭祀场所， 只有那些特别出众的臣
子才能得到进入太庙、得到祭奠的荣誉，
这意味着他们将被当作诸侯王公， 也就
是皇族成员对待。

清代是满族建立的王朝， 所以汉臣
的地位一直比较微妙，近三百年历史中，
只有一个汉人大臣获得了“配享太庙”的

资格。 他的名字叫张廷玉。
获得这种资格，除了与他的能力、当

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外， 还与他的家风有
关，而他后来差点失去这种资格，也与他
偏离了家风有关。

他的家风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海
阔天空”。

张廷玉的父亲名为张英， 出生于明
朝末年，在清朝初年通过科举入仕，长期
从事一些诸如编书、撰写公文的工作，最

初并不得志。 但他为人厚重，待人和气，
又从不卷入是非之中， 很得康熙皇帝的
信赖。

他的家人曾与邻居争地， 张英知道
后，回了一首诗给家人：“一纸书来只为
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

家人读后大为惭愧，顿时明白了“退
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不仅不再争地，
还主动退让了三尺地出来。

与其相争的邻居， 看到张英如此举
动之后，大为惭愧，也主动退让了三尺地
出来， 两家从此交好。 那空出来的六尺
地，成了一条公用的小巷，就是日后闻名
遐迩的“六尺巷”。朝廷得知之后，特命人
修建了一座牌坊，写上了“礼让”二字。

张英以他的影响力，塑造了好家风。
此事也为康熙皇帝所知， 对于张英的印
象，自然会有加分。

张英的儿子张廷玉， 很早就在康熙

皇帝面前崭露头角。 他的天分很高，才学
甚于其父，特别是在雍正皇帝继位期间，
发挥了关键作用。 所以他在仕途上的成
就比张英大，雍正皇帝去世时，就在遗诏
中下令给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

很显然，没有父亲“海阔天空”得来
的信任， 张廷玉不太可能得到如此程度
的重用。但他在达到这一程度之后，就开
始高调起来，不仅忘记了“海阔天空”的
家风，还屡屡有伤人之举。

步入老年后的张廷玉性格越发偏激
起来，乃至于敢和乾隆皇帝“抬杠”。 最
终，他却是以罪臣身份死去。

张廷玉的儿子张若溎，虽然没有“配
享太庙”，官也没有父亲做得大，却比较
平顺，在晚年时还被当作贵宾，邀请去参
加了嘉庆皇帝组织的“千叟宴”，最终以
八十五岁高龄善终。 可以想象，他一定是
改正了父亲的错误，传承了“海阔天空”
的家风。 摘自《新湘评论》

海阔天空：清代名臣张英的家风故事

一次下雨天， 儿子问我：
“爸爸，我可以到雨中玩吗？ ”我
没有立刻说不， 而是严肃地告
诉他，淋了雨很容易感冒。 儿子
歪着脑袋问我：“感冒是什么？ ”
因为爱人照顾周到， 他甚至还
不知道“感冒”的概念。

我向他解释：“感冒后，你
会很难受，还需要吃药、打针。 ”
这时， 他的小脸上出现了挣扎
的表情， 虽然他不知道多“难
受”，但打针是每个小孩都害怕
的事。 尽管这样，一滴雨落在他
的小手上后， 小家伙仍语气干

脆地说：“爸爸，我去玩啦！ ”然后就一头扎
进了雨帘。 他闭上眼睛扬起头，任由雨水
落在他的小脸上……儿子玩尽兴后，我立
刻帮他洗了热水澡， 吃了防感冒的药，但
他还是感冒了。

不过，从这以后，儿子只要看见天空
阴沉，就会提醒我和爱人带伞，而他也不
想再淋雨了。 不仅如此，他还学会了在做
事情之前思考，确定自己能接受后果后才
会去做。

我们尊重儿子的“第一次”，儿子也给
了我们“第一次”惊喜。

有一次，我正帮他洗澡，儿子推开我，
说：“爸爸，我想自己擦。 ”那时他才五岁，
应该还不到会害羞的年纪。 在短暂的惊讶
之后，我欣然答应了他。

儿子用肉乎乎的小手握着浴巾，使劲
地往后背擦去，努力模仿我给他洗澡的动
作。 看着他费力的样子，我几次想帮忙，却
克制住了自己。 儿子花了很长时间才洗干
净，我和爱人很开心，不是因为我们少做
一件事情，而是看到了儿子的独立。

现在的他，可以独自去异国参加夏令
营，虽然是第一次离开父母那么远，但也
不曾掉过眼泪，因为他早已品尝过独立的
味道……

对孩子来说，世界是陌生的，他们只
能一点点去探索。 我之所以尊重儿子的每
个“第一次”，是因为我明白，如果他不经
历跌倒，就不懂得如何站起来。 所以，我更
乐意自己在还能帮他擦药、教他如何为人
处世的时候，鼓励他尽情尝试。

“妈妈，我实在不想跟刘菲菲
同桌。 你帮我去跟刘老师说说好不
好？ ”女儿一回家就抱怨。听到同桌
是刘菲菲，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刘菲菲是一个被确诊为多动症的
孩子，从一年级入学开始，就是班
里令人头疼的学生。

周末， 我在网上浏览新闻时，
一个发生在成都市的事件触动了
我：强强是一名患有多动症的小学
生，曾被 43 名家长联名劝退，强强
爸爸坚持“不退学、不休学”，最后
选择半工半陪读的方法解决孩子
多动症的问题。

我突然心生触动，如果我跟老
师提出换座位的要求， 老师一定
会同意，但对女儿来说，却失去了
一种爱人的能力。 我让女儿看了
整篇报道，她说：“校长是好人，强
强爸爸的老板也是好人。 强强的
同学坚持陪强强玩，也是好人。 ”

孩子正是分好坏、 黑白的时候，可
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
白、非好即坏的。 我引导她：“你说
的不错，不过，那些家长因为要保
护自己的小孩选择联名劝退强强，
也不是坏人。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
那些人是强强和他爸爸的‘贵
人’。 ”

女儿点了点头， 我紧接着问：
“你愿不愿意做刘菲菲的‘贵人’？ ”
女儿的笑容僵住了，小声说：“连我
们老师都管不了她，我怎么能成为
她的‘贵人’？ ”我帮女儿分析：“我
们先接受这个同桌， 这是你成为
‘贵人’的第一步。 ”

女儿点了点头， 但看得出，她
不是很有信心。 接下来的几天，我
都主动问女儿和刘菲菲处得怎么
样， 她还是会有些抱怨和不满，但
是没有再提出换同桌。

一天下午放学，女儿竟然跟我

说：“其实， 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怨
刘菲菲，因为她动不动就哭，一哭就
无法表达， 所以闹到老师那里也被
认为她没有理， 甚至还会被老师训
斥。 ”我对女儿的话表示了认同，还
鼓励她帮助刘菲菲， 但要她每天报
备情况和进展，如有不妥马上解决。
女儿开心地答应了。

专业的治疗， 加上同学的接纳
和陪伴， 刘菲菲的情况渐渐有所改
善。我欣喜的同时，还发现女儿在逐
渐成长， 越来越会站在别人的角度
想问题了，这让我很欣慰。

这个时代， 大家都在比孩子的
成绩，比孩子的物质享受，却很少去
教孩子培养爱心。 家长群里也会发
生因为孩子的一点小纠纷， 两个家
长互相攻击的事情。我倒是认为，如
果能教孩子用宽容的心接受别人，
用爱心去温暖别人， 他们收获的会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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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为邻，成长路上的重要一课
□ 贺典典

异国之鉴 美国的富人如何培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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