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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胡波，湖南常德人，教育心
理学家，“契约式教育” 理论创
始人。2012年当选中国首届“当
代十大孟母”。著有《揪心父母
烦心娃》。

用互联网思维做传统行业是有机会的。他是经过一定思考后作出的决定。我应该尊重他。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责任转移的过程。卖米粉是我家
90后孩子正式的独立宣言。我是母亲也是观众。

北大硕士生卖米粉，他的教育家妈妈怎么看？

近日，24岁的常德伢
子张天一成了网络热门人
物。 即将从北大硕士毕业
的他， 在北京环球金融中
心开了家常德牛肉粉店
“伏牛堂”，“硕士粉” 迅速
成热词。有人点赞，有人批
判。张天一却说，有一天我
们的社会不再炒作“北大
学生卖猪肉”、“清华学生
当保安”时，这个社会才算
是正常的社会。

“天一， 你这么酷，你
妈妈知道吗？”儿子放弃去
律师事务所，放弃读博，去
卖米粉， 父母怎么看呢？
“另类”选择背后又有怎样
的成长基因和家庭影响？
本报记者独家对话张天一
的教育家妈妈胡波。

卖米粉初衷：“妈妈，我最需
要踏实做一件事”

都市周末：当儿子张天一
跟你说想开米粉店时，你是什
么反应？

胡波：关于创业，他之前跟
我说过，但没说干什么。开业时
他才给我发邀请函， 当时我懵
了一下。我问了他几个问题。

我问伏牛堂是做什么的。
他说是餐饮。为什么要选择餐
饮？他反问我，你觉得我毕业
后最需要做的转变是什么。我
愣了一下，他已考到了律师资
格证，按我的想法，肯定是进
律师事务所。“我最需要的是
做个踏踏实实的人。” 他说很
多90后毕业后， 有点心高气
傲，不能从学生完全进入社会
人角色。“妈妈，我需要这样一
个转变，踏踏实实做一件事。”
他说选择餐饮，是因为有这方
面的经验，大二时开过两家饺
子馆。社会再发达，也离不开
餐饮。 他考察了雕爷牛腩、黄
太吉煎饼，发觉用互联网思维
做传统行业还是有机会的。我
发现他是经过一定思考后作
出的决定。我应该尊重他。

他写过书说，“不为乌合
不从众”，他想去选择生活，而
不是被生活推着走。

他想要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都市周末：说实话，他读
了北大研究生再去卖米粉，你
觉得可惜吗？

胡波： 网上很多评论说读
了北大去开米粉店， 是资源浪
费。我最初很意外，但慢慢也
理解了。 他的创业结合了经
验、兴趣，是一种想法的实施。
他是金牛座， 很喜欢美食，北
京的美食他尝了好多，对美食
也很了解，包括擂茶和抹茶有
什么异同， 常德津市米粉的历
史渊源、文化渊源都清楚，还写

成了文章。 他说喜欢《寿司之
神》里卖了一辈子寿司的二郎，
他想要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孩子18岁以后，是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有权在法
律和社会规则允许范围内，去
做他喜欢的事情。我们父母生
养了孩子之后，培养他成为健
康的社会人、健康的公民就可
以了。 至于他从事什么职业，
有什么想法，可以尽量让他去
发挥。

我琢磨了下他的事。店里
没有服务员，顾客用完餐自己
收碗，将垃圾分类放好，他们
回馈一份水果。这其实是法律
里的利益均衡， 是互动的公
平，跟他6年的法律学习相关。
配料标准化、严谨把控，包括
他们从筹划到实施，都用到了
大学教给他的解决问题的方
法。用法律人的思维，其实你
做哪个行业都是可以的。

都市周末：你有给他资金
或其他方面的支持吗？

胡波：没有。他大二就开
始独立， 就没再问我们要钱。
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大二
时， 辞掉了学生会副主席，创
业搞“天一碗”卖饺子，就是为
了解决他的生活问题。

他做“天一碗”时，我倒是
给了一些建议， 比如要做市场
调查等。这次他是独立操盘。他
是深思熟虑了的。 他说黄太吉
要把煎饼果子做成意大利的热
狗， 为什么我不可以把常德米
粉做成意大利面呢？

从米粉味道里，我感受到了
这个孩子的严谨和踏实

都市周末：你去伏牛堂吃
过米粉吗，感觉怎么样？有没
有让你意外的地方？

胡波：开业那天，我去参
观体验了一下。我觉得应该不
可能做出家乡的味道，出乎我

意料，他做出了正宗的常德津
市牛肉粉。我是带着挑剔的心
态去的，但就是服了。之前他
回了常德， 认真地拜师学艺，
大街小巷尝米粉， 然后学习。
不管米粉店开得怎么样，但他
愿意学习，愿意像农民那样去
耕种一块土地， 是值得肯定
的。从米粉味道里，我感受到
了这个孩子的严谨和踏实。

分享个故事。一个66岁的
老阿姨，也是常德人，听到有
个常德小伙在开米粉店，就去
了店里。那天人多，米粉卖完
了，没吃上。她就到隔壁的兰
州拉面买了一碗没要汤头的
面，端到张天一那里，用伏牛
堂的汤头。她说16年没在北京
吃到常德米粉了，那个汤头里
有家乡的味道。她说愿意去店
里做义工。

我感触蛮深， 这个米粉
店，不仅是谋生、创业的手段，
这里面应该有一个年轻人对
生活的热爱， 对家乡的情感，
对未来的梦想。

这是我家90后正式的独立
宣言

都市周末：他这种“独立
操盘”、 自主选择应该有个经
历的积累过程吧？

胡波：是的。他的第一个
自主决定是选文理科时，他独
立做的决定。 理科成绩很好，
但他决定去学文科，因为他喜
欢文科。考大学也是他自己的
选择。大二放弃学生会副主席
职务，去开饺子馆。后来，为了
准备一个国际辩论赛，把两个
饺子馆转手。大四放弃保研本
校去考北大。这些都是他自主
选择的。我们父母只有引导和
协商。他有一系列的积累了。

我们经常开家庭会议，以
平等、尊重作前提。张天一从
小就做家务， 我们分工合作。
比如做年夜饭 ， 你做啥我

做啥都分好了。
我认为， 在孩子小时候应

该是一种规则教育。 在一定的
规则内，让孩子沉下心来。但等
他大了后， 应该给他自由发挥
的空间。简单地讲，教育的过程
实际上是个责任转移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 让孩子慢慢学会
自信，懂得自律，教会他反思。
只有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才
会产生内在的潜能或智慧，孩
子才能实现他的自由发挥。这
也是契约式教育的理念。

很多时候， 父母放不下自
己，总想把自己的思想灌到孩子
脑海中去。 那是很失败的做法。
你只能慢慢去引导他，让他顺着
引导自己去体验。“伏牛堂”是我
家90后孩子正式的独立宣言。他
希望独立完成向社会人的转变，
踏实做一件事情。 作为父母，我
也是观众，看他们这群年轻人怎
么去演绎他们的人生。

教育在生活中的点滴

都市周末： 如何去引导孩
子成长， 分享一下你引导他的
小故事吧。

胡波： 他小时候我们约定
由他扔垃圾。三年级时，有一天
他忘了，上学去了。我请假去他
学校， 问他是不是忘记什么事
情了，他想起来了。我问他该怎
么办， 他很不高兴：“我马上要
上课了， 妈妈你就不能帮我去
扔吗？”我说不管怎么办，你自
己去解决。他跟老师请假，跟我
回去扔了垃圾，耽误了半堂课。
当时我想的是， 要教会孩子从
小对自己承诺的事情负责，这
是规则。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孩
子在遵守规则上是可以的。

还有一次， 我带他去超市。
停车时，占了两个车位，一个轮
子压到另一个车位。 发现之后，
我又重新倒车停好。 我跟他解
释， 车位线实际上是规则线，占
了两个车位，意味着占了两份资
源， 破坏了另一个人的权益。有
的人可能因为没车位要走很远
的路。教育不是跟孩子说多少大
道理，而是在生活中的点滴。

都市周末： 张天一跟你探
讨过未来规划吗？ 你期待的儿
子是怎样的？

胡波：他说要像那个做寿司
的日本人一样，一辈子踏踏实实
地做成一件事，而且很快乐。

不管是做什么， 生命的成
长就是为了由内而外的快乐。
对我来说， 这个孩子有积极向
上的心态，踏实平和的精神，能
独立在社会上生存下去， 不断
完善修炼自己， 是个健康的社
会人，他就成功了。

张天一和妈妈胡波。张天一称妈妈为“波姐”，是他最好的忘年交。胡波说，父母和孩子是学
习共同体，“这次天一给我上了一课”。

■文/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李婷 甄荣

北大硕士生卖米
粉， 他的妈妈放手当
观众， 看儿子如何践
行“独立宣言”。演员
郭涛出书谈教育，“教
育的过程， 是父母与
孩子共同成长的过
程”。草根妈妈、明星
爸爸无意中达成了
巧妙的共识： 父母要
有放空的智慧， 多给
孩子自由发挥自主选
择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