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认识一个美国的富豪家庭，家产以亿计算。 父
母时常就如何避免财富给孩子带来优越感的事进行
商讨，最后决定采取中产家庭的教育方式，穷养之。

穷养自有穷养的乐趣。 他们家经常整理并清洗
旧衣服，修理不再玩的旧玩具，然后捐给教会或是慈
善机构，给那些有需要的贫困家庭。 这件事很受孩子
们的喜欢，每当整理旧物送去教堂的时候，四个孩子
都争着做这件事情。

行善之外，节俭是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 姐妹三
人会密切关注附近商铺的打折信息， 曾和朋友们一
起在苹果店门前彻夜排队等待抢购特价新款手机；
半夜去曼哈顿或者纽约上城的伍德卜瑞抢购佳节限
时销售的特价商品，或者索取免费限量精品。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抠门，做母亲的对此却津津
乐道：这太超值了!排上 10 个小时左右的队，第二天
凌晨没准儿得到一份价值上千元的商品， 至少可以
节省一两百块钱！

当年老二要到外州上大学，临走时和父母商量，
想带一只小冰箱和很多衣物，可不可以不坐长途车。
但她同时也知道父母肯定不会亲自开车送她， 于是
提出另一个建议：我和几个同学拼一个车去，出点油
费钱。 提议迅速被获批准：油费老二自己出。 老二的
油钱来自于平时兼职攒下的私房钱。 三个女儿都有
在餐馆和商店里兼职打工的经历， 有时候也会回自
家公司帮忙， 领取和普通员工一样的报酬，“这和在
别处打工是一样的。 ”

一次老三要出去玩，向母亲申请兑换 10 美元零
钱。 老妈接过女儿的 10美元，然后找出 10张 1 美元

的零钞递过去。 她的朋友
忍不住了：“太离谱了，你
再给她 10 块钱零钱不就
完了吗？ 一家人这么见
外。 ”“两回事。 ”母亲说。

在父母刻意的“穷养”
教育下， 三姐妹形成了共
同的观念：兼差打工，是为
了锻炼自己、贴补零花；当
义工， 是为了学会服务社
区、接触社会；找工作，首
先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
想，其次才是赚钱。

穷养的美国富二代
□ 巴特尔

□ 杨文杰

我在德国租住的是一个三层小楼， 房东玛丽一个人
带着儿子约翰尼生活。

一天，我到玛丽房间交房租，看到约翰尼正热火朝天
地坐在电脑前玩射击游戏。玛丽好像对此并不反对，一边
和我聊天，一边关注着“前线”的战况，及时为约翰尼颁布
口头嘉奖令。 在妈妈的鼓励下，小家伙越战越勇，捷报频
传。 就在这时，玛丽突然对儿子叫道：“约翰尼将军，请马
上停止战斗！ ”约翰尼马上按下暂停键将游戏定格，扭过
头来一脸迷茫地望着妈妈。

只见玛丽脸上毫无笑容，严肃地说：“刚才那架飞机，
明明 1枚导弹就能将它击落，你为什么要用 3枚导弹？你
知道一枚导弹的价格是多少？至少 300万马克？你知道现
在世界上还有多少人饿着肚子等待救济……打游戏也要
节约子弹。”—直到约翰尼低头认错并且写下保证以后打
游戏不再浪费时，玛丽才善罢甘休。

在德国，家长们为了培养和锻炼孩子，往往抓住孩子
生活中的过失，随时随地进行教育，决不姑息和迁就，他
们的针对性强，很少空谈大道理，所以往往更具实效。

玩游戏也要节约子弹
□ Fo-yun

浪花生活

一次，一个犹太父亲带他的
儿子去澡堂。 他们跳进水池后，
孩子冻得发抖，不由得大叫：“哎
呀，爸爸，哎呀！ ”

于是父亲把他抱出来，用毛
巾擦干了他，给他穿上衣服。

“啊哈，爸爸，啊哈！ ”小家伙
愉快地叫着，身子暖洋洋地蜷缩
在毛巾被里。

“艾什卡，” 父亲深思着说
道，“你知道冷水浴和犯罪之间
的距离吗？ ”

“当你跳进冷水池的时候，
你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哎呀’，
接着才是‘啊哈’。 但当你犯罪的
时候， 你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
‘啊哈’，然后就是‘哎呀’了。 ”

犹太人对小孩的美德教育，
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寓
道理于比喻中， 形象、 简单、活
泼，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

的印象，让他们记忆犹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食品

奇缺， 犹太作家托马斯·曼家的
食品是按数学方法平分给四个
孩子的，而且精确无比，连豌豆
也要按粒分，任何人都不能多吃
多占。 有一天，家中仅剩下一个
无花果， 按托马斯·曼的妻子和
四个孩子的想法，肯定是要平分
这个无花果。 而托马斯·曼把无
花果塞给艾丽卡，并让她一个人
吃。

艾丽卡狼吞虎咽地吃掉了
无花果，其他三个姊妹惊讶地瞪
圆了眼睛。 托马斯·曼郑重其事
地说：“孩子们，世界从来就是不
公平的，你们要早早适应这种待
遇。 ”这句话在四个孩子的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她们在面
对任何不公平的时候也能保持
平衡的心态。

在一次中文课上，我给美国中学生
讲了一篇课文———《阿凡提借锅》。 当我
和孩子们讨论这个故事时，他们的回答
颠覆了我以前对阿凡提的印象。

老师：关于这篇课文，你们有没有
不懂的问题？

学生：什么是锅？
老师：锅就是做饭做菜用的工具。
学生： 既然是家里做饭用的东西，

应该属于比较私人的物品，阿凡提为什
么要到别人家去借呢？

老师：因为他家里比较穷。
学生：哦，那什么是地主？
老师：地主就是农村里比较富裕的

人，家里通常有很多田地，雇人来耕种。
老师： 你们读了这个故事之后，有

什么感想？
学生：我不喜欢这个故事，也不喜

欢这两个人，这种文章不应该放在教科
书里，会教坏小孩的。

老师：为什么？
学生：这个故事里的人都不诚实。
学生： 我觉得阿凡提看似聪明，实

际上很蠢， 花那么多心思设计圈套，就
是为了用一口小锅骗来一口大锅，还是
口人家用过的旧锅。

学生：他之所以穷得要借锅，大概

就是因为只想着不劳而获，耍诡计骗别
人的东西。 他如果把心思用在努力工作
上，一定可以赚很多锅出来。

老师：嗯……你们说得对，自食其
力是做人的本分。

老师： 那你们对地主这个人怎么
看？

学生：他太贪心了，第一次阿凡提
还锅的时候，多还的那个锅不是属于他
的。 他就不应该要。

学生：他没有做人的原则。 既然是

有钱人，别人都穷得要借锅了，他怎么
还能多要人家的东西呢？

学生：是啊，他有钱应该主动帮助
穷人，做慈善事业才对。

老师：说得好，我们要想着去帮助
别人，而不是占别人的便宜。

我记得自己小时候读阿凡提的故
事时，都是讲他多聪明、有智慧，和地主
斗智斗勇，总是可以斗败愚蠢又贪婪的
地主，是个正面人物形象，而在这些受
美国教育的孩子们的眼里，他却是个既
狡诈又愚蠢还没有信用的人。

仔细想想原因，阿凡提的故事实际
上有背景， 那个地主向来自私贪婪，对
雇工又苛刻。 穷人都对他敢怒不敢言，
只有阿凡提能对付得了他。 当老百姓被
欺诈、剥削、任人宰割到毫无反抗能力
的时候，阿凡提这样的人物就为弱势大
众提供了发泄对恶势力不满的渠道。

“为富不仁”、“杀富济贫”，好像是
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美国长大的孩子生活在法治社会，
尊崇诚实、努力、个人奋斗，欺骗、没有
信用都是让人唾弃的行为，在不提供背
景材料的情况下， 单纯从一个故事，孩
子们的确很难理解阿凡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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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孩子读不懂阿凡提
□ 蔡真妮

菲尔·希尔顿是英国《卫报》生活版的一位记者，他说
起了一段小时候在学校里被同学欺负的经历：

当我告知父亲学校里有人欺负我后， 父亲开始耐心
教导我如何击打对方。 我的父亲是一位空手道高手，在家
中走廊里，父亲一边教我武术，一边传授武术背后的哲学
思想，如“借力使力”、“以柔克刚”等。

空手道派上实际用场的日子终于来了！ 这一天，欺负
我的同学盛气凌人地向我走来，我深吸一口气，朝那名同
学的腹部重重来了一拳。 该同学将自己挨揍的事告知了
他的父母，后来那位同学的父亲到学校严肃批评了我，而
我只是摆出一副“男子汉”的倔强嘴脸，“假如你儿子敢再
欺负我，我还会朝他的腹部再来一拳。 ”

如今，父亲每次提到这段往事，他都会为小小的我所
具有的“男子汉气概”笑出声，并庆幸那段经历使成年后
的我格外有男人味。 父亲虽然在我小时候教导我“以暴制
暴”，但我长大成人后决没有变成一个“滥用暴力”的人。

其实，偶尔用武力对抗一下也不是一件坏事。 重要的
是家长要教会孩子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武力对抗”，什么
时候应该“和平谈判”。 一味地压制“武力对抗”，孩子将学
不会如何排解心中的愤怒情绪。

英国父亲教孩子
以暴制暴

□ 梁新亮

2006 年度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 土耳其作家奥
罕·帕慕克曾是一所私立学
校中最为优秀的男生，有一
位皮草大王的女儿爱上了
他，她聪明可爱，貌若天仙，
奥罕欣然接受了她的爱。

不久， 父亲觉察了儿子有了心上人，
而且爱得神魂颠倒。虽然儿子身体已经发
育成熟了，可是他除了会学习，其他什么
也不会做，就更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于
是父亲决定必须制止儿子的愚蠢行为。

一次晚餐后，父亲直言不讳地对儿子
说：“还是到此为止吧。 ”他觉得爸爸太武
断了，于是解释说：“爸爸，是她主动的。况
且她的条件很好啊！ ”

父亲轻轻摇头：“奥罕，你还太小。 ”
“太小？ 爸爸，我已经十九岁了，有的

人十九岁都当父亲了。你当年不是十七岁
就和妈妈好上了吗？ ”

他以为父亲没话说了。 可是爸爸却
说：“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知道吗，我十七
岁的时候已经在葡萄酒作坊当酿酒师傅
了，每个月能拿 2000万里拉。 我当时已经
能够自食其力，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为爱情

埋单。 而你呢，一个里拉都赚
不到，还有什么资格谈恋爱。 ”

父亲进一步解释说：“如
果没有经济基础，不能为所爱
的人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就
是对爱和对他所爱的人不负
责。 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一份

赚钱的工作，不能自食其力，不能养家和
孩子， 哪怕他 40岁、50岁都不配谈恋爱。
相反地， 他有立业挣钱养家的本事，15 岁
恋爱也不算早恋！ ”

父亲的话虽然逻辑古怪， 却很在理。
经过思想斗争， 奥罕结束了这场恋爱，并
开始专注于学业，最终一举考上土耳其最
好的国立大学———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
并在这里牢固的奠定了日后事业的基础。

犹太父亲的另类家教
□ 贺雄飞

不能自食其力就不配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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