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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中考的语文试卷中，越来
越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有一天的语文作业就是学习古人对年
龄的特殊称谓。

吃完晚饭，白豆打开电脑查找相
关的内容。片刻便听到她惊呼：“啥?
我都已经不是‘金钗之年’（12 岁）
了！”俄而，又惊呼道：“啥？我连

‘豆蔻之年’（13岁） 都过啦！”
继而，自言自语道：“那我现在

是及——及啥？”白豆扭头问我。“及
笄，你现在是及笄之年。”我淡定
道。“啥叫——‘及笄’？”我忍笑解
释道：“笄，就是古代女孩子扎头发
用的簪子，女孩子到了 15 岁就要把
头发扎起来——准备嫁人！”

“啥？嫁人！”白豆仿佛受了惊吓，
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郑重其事地点
头：“对呀，嫁人。中国古人在大多数
情况下使用虚岁，但只有三个年龄例
外——周岁，女子及笄，男子及冠，使
用实岁，表示重视。‘及笄之年’和‘及
冠之年’，是古代男女成年的‘大节
日’，从这年生日开始，就是男女青年
最适宜的婚嫁年龄了。”

白豆对空翻翻眼睛：“刚刚15岁
就是成年人了？弄错了吧？”我正色
道：“肯定错不了，这事是明明白白
记 录 在 典 籍 里 的 ， 有 据 可 查 。 而
且，”我顿了顿，“你知道吗？明朝的
时候，皇帝规定，男孩子 16 岁要娶
老婆，女孩子 14 岁要嫁人，否则是
要罚款的！”“啊？还有这事？”看我
一本正经，白豆彻底傻眼。

白豆班上至今尚无公开的早恋情
况发生，但少男少女间最初的朦胧情
愫，也无可避免地悄然在这些及笄之
年的孩子心里萌芽。这些羞赧的，小
心翼翼而又半遮半掩的行止，落在尚
且混沌未凿的白豆眼里，往往成为她
吐槽的槽点。

这天，白豆一边吃饭一边又放肆
地臧否起来：“多冷的天啊，某某竟
然早早把秋裤脱了，上课的时候还故
意把裤腿拉上去，露出一截脚脖子，
她皮肤那么黑，脚脖子又不好看，啥
意思嘛⋯⋯”“还有某某女生，跟我
们女生说话时高门大嗓，完全一副女
汉子做派；可是一跟男生说话，立刻
变得莺声燕语，还动不动就扯起袖子
遮住半边脸，真是让人看不下去，鸡
皮疙瘩掉一地啊⋯⋯”白豆摇头感叹

着，我也感叹，感叹的却是这孩子至
今却仍然只会以本真面孔示人，不知
变通，不懂转圜，且对女孩子应有的
各种柔媚小意儿嗤之以鼻，将来 （且
是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吃亏的吧？

“还有某某，”白豆继续逞口舌之
快，“她去老师办公室，就只把她喜
欢的那个男生的作业本带回来了，我
是她的同桌好不好，连我她都不管，
还有没有点儿同桌之情？！”

豆爸大概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嗽
了嗽嗓子打断白豆道：“咳咳，我认
为，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女生的种种表
现，都是很正常的。毕竟年龄到了，
就像春天来了，你能拦住小草不发
芽、桃树不开花吗？所以，不要大惊
小怪，以平常心看待吧。”

白豆不服：“什么？他们这算正
常，那我呢？我算不正常？”

豆爸一时语塞，竟像是被他闺女
问住了,求援似的看我。我只得圆场
说：“哎呀，闻道有先后嘛，像你们
的成绩一样，既有先知先觉，一路领

先的，肯定也有后知后觉，后来居上
的，是不是？”

“这种事，还能后来居上？”白豆
拧着眉头表示不服。我也觉得这个类
比确实不大恰当，只得呵呵一笑，转
了话题。

后来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拿出针
线盒准备给白豆的小褥子重新做一个
布罩。我裁量好尺寸，用剪子在布边
上铰出一个小口，然后用力一扯，“刺
啦”一声，布料整齐地被一撕两半。白
豆惊得一坐而起：“妈妈，你的手劲可
真大啊！”眼里满是惊讶和佩服。

我不由得失笑：“其实你也可以
啊，要不要试试？”我把刚裁下来的
一段布条递给她。白豆连连摇头：“我
可不行，我没这么大劲儿！”我鼓励道：

“试试吧，结果会吓你一跳！”白豆终于
禁不住诱惑，接过布条，也学我的样
子，在布条的顶端剪出一个小口，然后
两手攥紧布条的两个角，用力将布条
向两边分去，只听得“嗤”的一声，布条
被顺利地分成两根。

白豆大喜过望，立刻对撕布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兴致勃勃地尝试了第
二次、第三次⋯⋯，“嗤”“嗤”连
声，一会儿工夫，布条变成一根根不
足一寸宽的“绳子”，在她身前堆成
一小堆。看着自己的战果，白豆得意
极了，摆出一副格物致知后大彻大悟
的架势说：“妈妈，我以前看到电视
剧里那些歇斯底里的女人动不动就撕
衣服，我就想，这疯女人的力气可真
大啊；还有，小的时候看童话故事，
看到公主被关进古堡，就偷偷地把床
单撕成布条，再用布条拧成绳子从城
堡里逃脱，和她的白马王子私奔。那
时候我就想，公主不都应该娇弱得手
无缚鸡之力吗，怎么还能撕得动床
单？这故事一定是编的！没想到，这
事儿真的不难呢！”

撕布这么简单的事，着实让白豆
感慨良多。

我们这一辈女人像白豆这个岁数
的时候，早就被家里的女性长辈教会
简单的针线活儿了，上大学时，毛

衣、围巾等基本可以自力更生、自给
自足外，我还会一点钩针⋯⋯在我们
那一代人眼里，这是女人的本分，是
必修课。那时的大学女生宿舍里，常
有两三个同学在同时飞针走线，除了
考试、男朋友，新颖的编织技法也是
女孩子们在一起时聊天的内容。

现 在 15 岁 的 女 孩 子 ， 不 知 稼
穑，疏于女红。世界真的变了。其实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15 岁还有一
个说法——志学之年。语出自《论语·
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当然，后代称 15 岁为“志学之
年”多半指的是男孩子。而今，无论
男女，15 岁都是志学之年——唱着
号子，步伐齐整，目不斜视，走向中
考，瞩望高考，并遥望学海无涯。

陪伴一旁的家长默默祝祷：不求
领先，切勿掉队。但有几个人知道，
统一的校服下面都有一颗晶莹五彩的
心和热烈奔放的灵！

15岁是志学之年也是及笄之年
豆荚

中考札记
微评

温馨

绘

家庭幸福、孩子杰出、事业辉
煌，是每位家长追求的梦想。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培养好思想、好品行、
好习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
神，清华大学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建立了“家风与好习惯培养教育基
地”，成立了“家风与好习惯培养”
课题组，以家风与好习惯培养教育基
地为龙头，引导家长朋友讲好五个故
事，创造家庭幸福。

讲好家长故事，传承优秀家风

经常给孩子讲家长的故事，可以
传承优秀的家风、美德和好习惯，让我
们为家庭和长辈而自豪。我给孩子讲
了《北京的“片儿汤”真香》《地震中的
爸爸、妈妈真伟大》《在北大，想爸妈》

《妈妈说：“好东西要大伙吃！”》《感受
妈妈的爱，享受妈妈的唠叨》《爸爸的
期望》等30多个故事。

我讲了小时候生的一场病，“在村
里总治不好，爸爸才咬牙借钱带我到
北京看病，才让农村孩子的我有机会
上北京，爸爸给我买了北京的‘片儿
汤’，让我有了骄傲、自豪的童年。”

我讲了妈妈的口头禅：“好东西
吃一个人肚子里管啥呀？自个儿少吃
一口，多给人家吃一口。”

在 《感受妈妈的爱，享受妈妈的
唠叨》 这个故事中，我领悟到“妈妈
的唠叨是无私的爱。正是妈妈一遍又
一遍地叮嘱我做好人、做好事，才让
我时时处处紧绷说人话、干人事、有
人味这根弦儿，没有沦落到不劳而
获、无所作为的境地，更没有走进贪
污、腐败的深渊”。“妈妈的唠叨是博
大的爱。妈妈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村

里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她心里装着
别人、关心别人的学习、生活和工
作。正是妈妈博大的爱心，让我懂得
为更多人工作、服务。”

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是我们的幸
运和幸福。

讲好家庭故事，感受亲情无价

家和万事兴，经常给孩子讲爷爷、
奶奶等家庭成员的故事，传承亲情无
价、手足情深的家风、美德和好习惯，
从而增加建设和谐家庭、美好家庭、幸
福家庭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在《感谢爷爷、奶奶为我们生下了
我们的爸爸》这个故事中，我讲了“75
年前的今天，我们的国家还处在抗日
战争时期，生活十分艰辛，亲爱的爷
爷、奶奶一定是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
希望，一定要把我们的爸爸带到这个
世界，让他实现您两位的梦想，创造美
好的生活。”

在《感谢李雷提拔我做家长24年
了》这个故事中，我说：“我最感谢李雷
的是，24 年来，他没有因为我做家长
的任何缺点和错误，而免去我的家长
职务。这 24 年，他都以博大的胸怀、
包容的心态原谅了我。这是孩子何等
境界，何等伟大啊！难道不该成为我
的楷模、学习榜样？成为我的一面镜
子吗？”

提拔我做家长的儿子还启发我不
断地感恩与我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
起创造奇迹的全国各地的师生们，感
恩我的同事、同学、朋友和领导，感恩
他们激励我把家长做得更好，也激励、
启发我把老师这个职务做得更好。

讲好家族故事，激励成才报国

经常给孩子讲家族优秀的人、杰
出的人，以及家族巨大变化的故事，

传承家族积极向上、团结互助、成才
报国的精神和正能量，让孩子为本家
族感到骄傲、自豪。

我给孩子讲了《乐于助人的李成
大爷》《会做事的建生老叔》《从木工成
长为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诺贝尔
奖获得者李政道》《截拳道功夫巨星李
小龙》《医学家李时珍》等故事。

乐于助人的李成大爷和会做事的
建生老叔是我们本村本家族的长辈，
家人经常能看见，更有一种亲切感。
其他本姓家族中的全国名人、世界名
人的辉煌成就，更能激发我们不断阔
步前进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讲好家乡故事，增添信心勇气

家乡是眼前的祖国。出了本村，
本村就是家乡；出了本乡，本乡就是
家乡；出了本县、本市、本省，本
县、本市、本省就是家乡。经常讲家
乡优秀、杰出者的故事，讲家乡日新
月异的变化和风土人情等，让孩子为
家乡骄傲，为家乡发愤图强，为家乡
增光添彩，引导孩子从热爱家乡开始
热爱祖国。

我给孩子讲了 《农民出身的书法
家韩绍玉》《从钢筋工到北京市常务
副市长的张百发》《中国共产党主要
创始人李大钊》《两广总督张之洞》

《总书记的妈妈齐心》《织席卖鞋出身
的皇帝刘备》 等故事。

全国著名书法家韩绍玉 16 岁时
从我们村走出去，我还带孩子去看韩
绍玉先生家的老房子。在讲家乡故事
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增加感情、增
加责任、增加信心、增加勇气、增加
力量，越来越热爱我们的家乡。

讲好中国故事，培育感恩之心

祖国是更大的家乡。经常给孩子

讲一些中国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
的杰出人物、领袖人物的故事，讲名
胜古迹、大好河山、生活的巨大变化
等，让孩子为历史悠久、地灵人杰、
群星璀璨的祖国而自豪，激发孩子热
爱祖国、精忠报国，激励我们用心学
习、用心工作，增加为祖国奋斗、拼
搏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我给孩子讲了 《学习毛泽东，人
在幸福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
周恩来》《爱国科学家钱学森》《新中
国首位科技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
呦》《热烈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
开》《永远感谢伟大的新中国》 等故
事。

我讲了“中国共产党就像一棵参
天大树，充满着旺盛的勃勃生机。每
多抓出一个贪污腐败分子，就像多抓
出一个蛀虫一样，一定会让这棵大树
越来越茁壮成长”。

我讲了“知恩、感恩、报恩，是
一个人的基本良知”“我们家有人著
书立说，有人当上国家正式教师，而
且出了两位国家正式教师。我们家的
人实现全额奖学金留学梦，我爸爸、
妈妈的四个孙子、孙女纷纷考进世界
一流大学，不感谢伟大的新中国，我
们感谢谁？不感恩、报恩伟大的新中
国，还能报恩谁？”

好家长与学历、职务和收入无
关，只与品位、格局和境界高度有
关。我妈妈没有读过书、一生都在农
村生活，但在我心中就是伟大的哲学
家、教育家。讲好这五个故事，用家
长的品位、格局和境界高度打造好家
风与好习惯。讲好这五个故事，需要
家长的感恩之心和高尚追求。只要家
长带好头，孩子就会跟着学，也会给
他的孩子讲好五个故事。

（作者系清华大学老科学技术工
作者协会家风与好习惯培养课题组组
长）

培育好家风从讲好五个故事开始
李世杰

家教行动

（4月11日 广州日报）
广东中山一对夫妇带着 18 岁的女儿

走进医院，父亲一脸无奈地请医生帮忙：
“我们说她没有抑郁症，她不相信。请专
家帮我们开导开导她，不要再装病啦。”
检查结果是女孩得了中度抑郁症，需要住
院治疗。

点评：别忽视孩子的情绪障碍，抑郁
症不是开导可以解决的。

（4月11日 央视）
家住汉川的 5 岁男孩小鹏被确诊为斜

视。因为父母长期忙着做生意，怕孩子无
聊，专门买了最新款的平板电脑和手机供
孩子玩耍。3 年来，小鹏几乎每天都会对
着电子屏幕看动画片、玩游戏。

点评：用电子产品当保姆有害无益，
孩子越小越需要父母陪伴。

（4月12日 中国新闻网）
南京 6 岁的琳琳乳房已经发育到乒乓

球大。原来，琳琳的母亲认为“活珠子”
（尚未孵化成小鸡的鸡胚胎） 是营养价值
高的好东西，从4岁起几乎天天煮给孩子
吃。

点评：无知导致无畏，这样的“滋
补”连大人也未必适合啊！

（4月14日 重庆商报）
重庆高三学生吴涛羡慕微信朋友圈里

发图炫耀自己收入的“微商”，偷偷从父
亲的手机里转走 2.9 万多元，离家去学

“赚钱”技巧。
点评：教孩子辨别网络骗局，与知识

学习同等重要。

（4月17日 扬子晚报）
南京市民陈女士接儿子放学，5 岁的

孩子淘气地沿途拉车门玩，竟然拉开了一
辆车的车门。陈某发现后非但不阻止孩
子，反而让儿子将驾驶室里的钱包和平板
电脑拿了出来。

点评：小错不管酿大祸，示范偷窃毁
儿孙。

（4月18日 重庆晚报）
大足区一对夫妻在辅导儿子写命题作

文《成长的烦恼》时，产生分歧，言语争执升
级为抓扯打斗，最终打110报了警。

点评：这岂不是现场直播“成长的烦
恼”给儿子看？

（4月18日 红网）
长沙一名两岁半的女童站在 6 楼护窗

上，妈妈正在喂饭，突然，护窗脱离墙
体，女童坠落到地面不幸身亡。

点评：吃饭别离餐桌，任性代价惨
重。

（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鞠锋）

15 岁 的 女
孩，不知稼穑，疏
于女红。步伐整
齐地走向中考，
目不斜视地遥望
高考。但有几个
人知道，统一的
校服下面都有一
颗晶莹五彩的心
和热烈奔放的
灵！

微言

朋友送给我一株珍贵的长春花，我如
获至宝。买来花盆，小心拌土，移栽过程也
小心翼翼，生怕有什么闪失。过了十来天，
芽胞露了出来，我甭提有多高兴了。于是
愈加勤快，起早歇晚，又是浇水，又是施
肥。哪知好景不长，长春花的叶子渐渐变
黄，不久就夭折了。

失望之余，转眼却见地砖缝隙间不知
何时露出一些不知名的草芽儿。过些日子
再看，芽儿长成了株，吐出嫩叶，打出花苞，
开出许多美丽的花来，而且十分抢眼，令人
不禁赞叹，这花太顽强，太可爱了！

这份意外惊喜让我想到孩子的教育问
题。听说美国的孩子从襁褓时期就跟妈妈
分床睡觉，两三岁的幼儿就单独住自己的
房间了。游玩、学习等生活上的事都由孩
子自理、自主、自我选择。而我国很多家长
仍然喜欢包办代劳一些孩子能做、该做的
事，时时处处娇生惯养，反而导致孩子爱依
赖、怕吃苦、怕担责。

习惯于包办代劳的家长，往往是怕孩
子累坏了，怕孩子干不了，怕影响孩子的学
习，却没有从孩子成长的角度去考虑，没有
意识到家长过于殷勤地包办代劳，会日渐
削弱孩子的自主意识和创造能力，会导致
孩子缺乏独立自主能力、缺乏吃苦耐劳和
团结协作的精神、缺乏社会责任感。

著名特级教师魏书生在课堂上“不愿
意多说话”，“不替学生说自己能说的话，不
替学生做学生自己能做的事，学生能讲明
白的知识尽可能让学生讲”。家长其实也
应该这样，不要一味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孩
子，不要一手包揽孩子的事情，不妨退后一
步，试着让孩子去做以前没有做或无法做
的事情，试着让他们去表达自己的见解和
主张，将来才能接受更为严峻的挑战。

长春花被溺爱而不长春，无名野花因
自由而奔放。不同际遇造成两株花不同的
命运，相信孩子的命运也会因教育方式不
同而改变。

（作者单位：安徽省庐江县长岗中学）

过于殷勤
养死了长春花

孙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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