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景芳是一位青年作家，
因获得第 74 届雨果奖而声名
鹊起。 同时，她也是一位开明
的妈妈，从来不对两个孩子的
学习成绩提过高要求，而是鼓
励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拓展
视野，寻找自己的兴趣。 别的
家长为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
焦头烂额，为什么郝景芳如此
从容？ 原来，她本人就是在这
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传奇人
物。

郝景芳 1984 年出生于
天津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
母非常开明，只要郝景芳作业
写完，考试成绩过得去，其他时间想怎么
玩都行，从不强制她。比如，郝景芳小时候
学过两三年钢琴，后来闹着要放弃，妈妈
见她真的不喜欢弹琴，也就没有强迫。

郝家书多，给了郝景芳博览群书的方
便。一部《十万个为什么》点燃了郝景芳追
求科学的激情，成为她发奋学习的长久动
力。 她在中学成为妥妥的学霸，最出彩的
是于 2002 年获得全国中学生第四届新概
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凭借这个奖，她可以
保送上北京大学中文系， 但她毅然放弃
了。 父母也由着她。

后来，她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在
清华大学，郝景芳只做了一件事：证明自
己不是研究物理的料子。后来她改学宏观
经济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但她并不快乐，
因为经济学也不是她的兴趣所在，亦非潜
力所在。

2012 年， 郝景芳用工作间隙写成了
科幻短篇小说《北京折叠》，一炮打响，获
得无数赞誉，并于 4 年后获得世界科幻界
最高荣誉奖———雨果奖。 2019 年 10 月，
郝景芳又被授予第十届全球华语科幻星
云奖特等功勋章。

要当作家，当年高中毕业就可以走上
这条路，何苦绕这么大的圈子？

郝景芳的回答是：“只要人生不设限，
一切皆有可能。 ”少年博览群书，树立科学
理想，长大后研究物理学和经济学，后来
成为杰出的科幻作家，这是郝景芳的成才
之路。试问中国有多少父母敢于让孩子这
样折腾？

郝景芳用自己的成长经历证明了不
给孩子的人生设限，鼓励孩子全面发展的
正确性，如今她照方抓药，正在对自己的
孩子实施同样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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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的家教启示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讲述了盛家六姑娘明兰的一生：从忍辱
负重到与姐妹们斗智斗勇， 为母报仇，
从错过初恋到与宁远侯府二公子顾廷
烨长相厮守，最终收获美满人生。 这部
剧不只聚焦家族勾心斗角，更是一部教
育片。

女主角盛明兰的母亲卫氏虽没活
过三集，但在剧中，她的谆谆教诲一直
如影随形。卫氏为了活下去处处忍气吞
声， 但她的忍并非是为了日后的报复，
而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权宜之计。

明兰在投壶比赛中出尽了风头，卫
氏意味深长地说：“表面的强出头，给无
权无势的人带来的，可能是嫉妒，也可

能是无法承受的骨血之
痛。 ”明兰在盛府不受父
亲重视， 姐妹们矛盾不
断， 府邸的斗争暗流涌
动。 明兰对母亲的教诲
铭记在心， 她渐渐学会
收起自己的锋芒， 学会
隐忍。

卫氏在生育时被人
设计，出现难产。 明兰在
慌乱中求男主角顾廷烨
帮忙请大夫。 顾廷烨毫

不犹豫地答应了，但已无回天之力。 强
撑着一口气，卫氏告诉女儿：“人家帮了
你，你就要谢谢人家。 ”正是这样的教
育，让明兰学会了感恩。 预感到自己将
不久于人世， 卫氏只能挑最重要的嘱
咐：“活着最大。 ”卫氏对明兰生命的教
育，让明兰知道：好好活着就是胜利。以
后不管遇到任何委屈、压力，她都咬牙
坚持熬了过去。

最后，卫氏还把李娘子镇守娘子关
的画送给了明兰，鼓励她要像李娘子一
样不依附任何人，勇往直前。 直到卫氏
去世很久， 明兰还一直谨记母亲的教
诲：女人，能依靠的永远只有自己。明兰
管家时，即使再累再辛苦，也一定会认

真核算全家的月例开支。她学会了看账
管账，把财政大权牢牢握在手上，因为
她知道只有经济独立了，才能有资格言
及其他。

盛家四姑娘墨兰为了所谓的“荣华
富贵”，和外男“私通”。盛府姑娘们名声
受到严重的质疑。 明兰却从不好高骛
远，只是一心想嫁个中等人家。 祖母教
她看账本，做女红，凭着优秀的个人素
质，她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与这相反的，是同为盛家妾室林氏
对女儿墨兰的教育。林氏一生都在依附
男人， 丈夫的宠爱就是她最大的筹码。
为了让墨兰嫁入豪门，她故意制造墨兰
与富贵骄纵的浪荡公子邂逅，甚至以整
个盛家姑娘的清誉为要挟，逼迫盛家长
辈为其女出面求婚。 林氏的格局太小，
选择女婿的时候不看重人品，只注重对
方的家世背景，已然为女儿以后悲惨的
人生埋下了伏笔。

最终，墨兰不择手段，如愿攀上了
高枝，可是她的丈夫品行不端。最后，她
只能看着男人的脸色行事，后半生郁郁
寡欢， 拘囿于深闺大院里的你争我斗
中，永远也走不出来……

母亲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母亲的格
局，往往决定了孩子能走多远。

母亲的格局决定孩子的一生

最近悦悦经常撒谎， 不是谎称买作
业本就是谎称买习题册， 总之变着法儿
向我要零花钱。我经过一番思考，发现她
撒谎的动机是为了得到零花钱， 如果能
从其他途径得到零花钱， 问题自然就解
决了。于是，我将她每周的零花钱提高到
10 元， 还将家里卖废品的任务交给了
她，答应卖的钱归她。

每月有了足够的零花钱， 她再没撒
谎问家人要钱了。

一天下午，我去学校接悦悦，她的同
学崇拜地对我说：“阿姨，你好厉害，悦悦
说你赚的稿费都能买个大房子呢！ ”我一
边谦虚地回应， 一边回头用眼神责怪悦
悦。 女儿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悦悦性格内向，没有出众的才艺，大
概在同学面前自信不足， 才会想到靠吹
嘘我的厉害，来换取同学们的关注。 如果

能找到她的特长， 她就不用靠吹牛满足
虚荣心了。

想到这， 我耐心引导她：“希望得到
大家关注、佩服，这本身没有错，但不能
靠吹牛来实现。 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和
崇拜，必须自己努力变优秀才行。 ”悦悦
懂事地点点头。

“要是我能像你一样，会写文章，又
能赚稿费，大家肯定会崇拜我。 ”悦悦看
着我书桌上的稿费单，满是羡慕地说道。
我灵机一动：“当然可以了， 妈妈辅导你
写作文投稿， 发表了稿费归你， 好不
好？ ” 她激动得两眼放光。

在我的精心指导下， 悦悦很快写好
初稿。我指导她做了修改，并找来几家报
纸的邮箱投了出去。

月底，悦悦收到了稿费单和样报后，
就带到学校去显摆， 很快就获得很多点
赞和粉丝。平时自卑、存在感弱的她一下
子成了同学关注的焦点， 虚荣心也得到
了极大的满足。我趁热打铁，又辅导她写
了几篇。 慢慢地，悦悦越写越顺利，她的
理想也从当科学家转为当作家。

年底，班干部竞选，悦悦信心满满地
报名参加，结果她的得票并不高。事后她
不解，好友告诉她：“你从前撒谎、吹牛的

事情穿帮了，很多同学觉得你不靠谱。 ”
知道是从前撒谎吹牛惹下的祸后，

悦悦对自己的言行提高了要求， 发现问
题立即改正。 用她的话说：“我以后要当
大作家，万一被扒出有损形象的事情，就
没人读我的文章了。 ”发现了写作这个特
长，悦悦的自信心也增强了，还收获了同
学的钦佩、 老师的赞美和更加自律的自
己。 我笑笑，看来，悦悦彻底和谎言再见
了。

破解女儿说谎的密码
□ 李黄英

我在美国大学教书好几年了，每
年秋季新学年开始就会看到美国父
母们送儿女上学的情景。

我接触过的那些中国父母，归纳
起来他们的叮嘱都比较一致。 首先，
要孩子注意与老师和同学相处愉快，
搞好关系。第二，叮嘱孩子努力学习，
争取考出好成绩。第三就是要注意饮
食，一日三餐要吃好。

而美国父母的叮嘱，则没有这么
一致。

第一位与我交谈的美国母亲说，
她叮嘱的是要女儿向她保证：每天睡
够 8 小时。 她解释说，如果睡眠低于
7 小时，开车出事故的危险程度不亚
于喝了几瓶啤酒后开车上路。

另外一名美国父亲也提到充足
睡眠的必要性。 他说：“缺乏睡眠，我
们的大脑不能很好工作，很可能把错
误的东西当成了知识，对别人的观点
也可能不假思索地附和。只有一个清
醒、得到很好休息的头脑才能学好知

识。 ”
第三对美国父母对我说，他们给

孩子的叮嘱是“每天一定要吃早饭”。
他们同样用开车做例子：“如果我的
车油箱空了，车就无法开动。 不吃早
餐，又怎么去学习呢？ ”

一名美国父亲对我说，他的叮嘱
是：“认真学习了解亚洲国家，尤其是
中国和印度。 ”另外一名母亲则叮嘱
儿子说：“一定要记住投共和党的
票。 ”

美国父母的叮嘱
□ 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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