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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家教主张

热点聚焦

在世界民族之林，犹太人是
独特的一支，他们是诺贝尔奖获
奖比例最高的民族；《福布斯》 排
行榜中最富有的 40 位富豪里 45%
是犹太人；杰出的思想家、科学
家 、 艺 术 家 比 比 皆 是 ； 爱 因 斯
坦、马克思、弗洛伊德、扎克伯

格都是犹太人；以色列的人均拥
有创新企业数目、人均拥有高科
技公司均位居世界第一⋯⋯除了
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犹太
人如何教育出优秀的下一代，我
们却存在不少误解。

作为电台教育节目主编，我

曾两度赴以色列考察教育，拜访
过以色列教育部、希伯来大学、
特拉维夫大学、一些中学、幼儿
园等，也曾请教过一些犹太文化
学者，与他们探讨犹太文化的问
题。以我对犹太文化的了解，有
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犹太人如何教育出优秀的下一代
钟磬

早起晨练，偶尔发现草坪上的草有
高有矮，田畦埂子四周的草看上去要高
许多，而长在中间的则相对要低一些。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我请教了生物老
师，才搞清楚，原来这是植物的群落分
层现象。

生物老师还告诉我，大多数生物群
落的内部均可产生垂直分化的现象。也
就是说，不同的生物出现在地面以上不同
的高度与地面以下不同的深度，进而才使
整个群落在垂直方向上呈现上下错落，即
分层现象。由于受光、通风、营养等因素
的影响，相同的植物也会出现垂直分层现
象，草坪上的草有高有低就是植物的垂直
分层现象。

看来俗语说得不假，“处处留心皆学
问”。由此，我联想到一畦畦草，不就像
一个个家庭吗？那一棵棵草不就像我们一
个个家庭成员吗？我们的家庭成员如同草
一样，不也同样存在垂直分层现象吗？家
里有年长的祖父母辈，有年富力强的父母
辈，也有蒸蒸日上的下一代。父母就像田
畦埂子周边的草，茂密而高大，为家庭遮
风挡雨；祖父母辈就像次于田畦埂子边
草，紧紧偎依家庭的中心——孩子，含饴
弄孙，其乐融融；孩子就像田畦中间的
草，低矮、细嫩、脆弱。

既然草在自然界以这种方式呈现生
命的状态，“物竞天择”，我想它一定就
像尼采说的那样“存在即合理”。因此，
我们在面对“闹心”的家庭教育时，要
从草的垂直分层现象中去借鉴经验。

有的家庭孩子出了问题家庭成员之间
就相互抱怨，把亲子关系弄成主人与仆
人、领导与被领导、警察与犯人、经济合
伙人等错位关系，就是没有发现并正视家
庭教育情境中也会产生像草一样的分层现
象。从草的分层现象中家庭教育应该受到
以下三点启示。

启示一：要厘清家庭成员的责任与
义务，每个家庭成员要学会做最好的自
己。祖父母辈主要责任就是颐养天年，
隔代亲要理智，学会理性教育子孙，适
当协助儿女服侍孙子孙女，不可太过。
作为父母，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在筑
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不可放
弃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做到教育孩子与
发家致富两不误，而且要把教育子女放
在首要位置。同时，祖父母辈要学会为
自己活着，不要过分尽养育子女儿孙之
责。父母不要推卸自己的家庭义务，要
矫正认为家长只要为家里挣钱就行的错
误观念，要把教育自己子女成才当成家
庭的第一要义。孩子也要懂得学习是自
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学会为
祖父母、父母服务，比如学会听从教
诲、承担力所能及的劳动等。

启示二：要做好榜样，当好标杆。父
母、祖父母要学习草的永远向上的精神。
一方面父母要做生活中的榜样，尊敬自己
的父母，勇于承担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
的责任，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启迪孩子的责
任心，让责任作为一种灵魂深处的种子，
在心田中生根、发芽、开花，为孩子成年
后步入社会的结果奠基。另一方面，祖父
母也要本着“百年树人”的精神和“诗书
传家远，耕读继世长”的情怀，以身作
则，培养高尚情操与爱好，比如阅读、书
法、绘画等，以自己健康的行为来影响子
孙的行为，以高尚的情操来培养子孙的高
尚情操。

启示三：要培养团结协作精神。家的
灵魂，即团结协作。草能够做到层层相
护，为的就是共同打造绿色的天地。家庭
教育要从日常的一件件小事做起，不厌其
烦地培育孩子的团结精神与协作意识。在
共同的家庭理想中，学会尊重理解，学会
相伴体恤，学会团结一致，学会协作奋
斗，学会奉献分享。

（作者单位：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教
师进修学校）

草的分层现象
对家庭教育的启示

马希良

“小升初”三科联赛成绩下来后，
女儿阳阳很不开心地跑回家，一进屋
就冲我牢骚没完：“妈妈，这次的成绩
纯属意外！英语学科向来是我的强
项，可这次我只得了 85 分，怎么可
能？还有语文，我每次在班里都拿最
高分的，这回居然不足 90 分，一定是
老师将分数录错了！”

说到这里，她突然抱住我胳膊，
泪眼婆娑地向我乞求：“妈妈，您是
副校长，与外校负责评卷的老师都
熟 悉 ，麻 烦 您 明 天 帮 我 查 查 分 数
吧！”

我将女儿按坐在沙发上，轻抚
着她的额头问道：“阳阳，你们班这
次联考的总体成绩咋样？排名次了
吗？”

“我们班的考试成绩还算可以，
老师说能占中游偏上，没给学校拖后
腿。倒是我的个人排名有点大跌眼

镜，被甩在了十名以外，但这绝对不
公平！”阳阳的话说得急切而干脆，带
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

“你就这么敢肯定？英语和语文
的作文部分真的没跑题？或许中间
处还落题了呢！”我见阳阳情绪急躁，
便故意帮她设想几处去分点，试图为
她找个台阶下。

“绝不会有这种情况，答完题我
都检查 N 遍了，我还试着估分了呢！
妈妈，求你还是帮我查查卷子吧！”阳
阳抢过话茬，委屈地朝我大喊起来。
面对女儿一脸无辜的样子，我只好答
应帮她查分的请求。

入夜，望着身边辗转不眠的阳
阳，我的心也变得翻腾起来。阳阳从
小到大一直是个乖巧懂事、品学兼优
的好孩子，在师生面前的威信也极
高，几乎每年都是校级的“全优生”或

“三好干部”。大概是学习方面始终

名列前茅的缘故，使她对自己这次的
“平庸”成绩万难接受，以至于晚饭滴
水未进。我忽然意识到这实在是一
件可怕的事情，一直生活在魁首位置
上的阳阳，也该偶尔经受一些必要的
挫折教育了，这对消除她身上的骄傲
之气极为有利，因为许多时候，过度
的自信也是成长的绊脚石。

第二天到学校后，我突然改变了
查分的主意，而是转到教导处要来一
整套测试卷。放学回到家，我谎称已
帮阳阳查完了试卷，上面的分数一点
儿没错，并对照试卷的空白处象征性
地指出了阳阳答题中的几处失误。

望着阳阳半信半疑的眼神，我搂
过她的肩膀，温和地开导她：“孩子，
偶尔的一两次考试低分说明不了什
么，关键是一个人要学会面对现实。
当问题发生后，只一味地往外推脱责
任，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实在

不是一个好孩子的聪明做法！”
面对我褒中含贬的语气，阳阳勉

强点了点头，可一会儿工夫，她又忽
然郑重地向我说起一件事：“妈妈，这
可是‘小升初’的结业考啊！据说到
了中学后是要按成绩分班的，看来，
我这次定是进不了重点班了！”

说完这番话，阳阳的情绪又明显
低落下来。说实话，对于分班的事我
还真没考虑过。平心而论，哪个家长
不想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全新的环境
里能以“最优”的面貌示人呢？可阳
阳在浪尖上生活惯了，在重点中学这
个人才济济的大环境里，万一步入

“平庸”如何应对？我一定要想办法
帮她接受这个预设的事实。

想到这里，我和颜悦色地告诉
她：“这点不要紧。据妈妈所知，中学
里重点班的学生都是流动的，每半年
凭成绩自动进退一次。在那里，只要

你足够优秀，不出半年，仍会凭实力
跨入重点班的行列。我相信我的女
儿一定能做得到⋯⋯”

扭头望向阳阳，脸上早已出现了
喜色。她顽皮地亲了一下我的脖颈，
之后信誓旦旦地向我说了一句表决
心的话：“其实呢，一次考砸也代表不
了啥！妈妈，咱们中学见！”我轻轻捏
了一下她的小鼻头，欢愉着走进厨房
准备晚饭去了。

小小的分数风波总算平静而过，
我的心里一片释然。记得台湾女作
家龙应台曾说过：“我可以接受我的
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生里
找到意义。”

于是晓得，教孩子悦纳平庸，也
是聪明家长的智慧做法，这对孩子日
后的成长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作者单位：辽宁省凌海市双羊
镇中心小学）

一向最优的女儿学会接受考砸了
李玉顺

家教行动

有本中文畅销书叫《特别狠心
特别爱》，作者莎拉的父亲是犹太
人，母亲是上海人。她 1992 年带
着在上海出生的三个孩子移居以
色列，历尽艰辛把孩子培养成亿
万 富 豪 。 她 曾 在 一 篇 文 章 中 写
道：“犹太人用敲击金币的声音迎
接孩子的出世：赚钱是他们人生
的终极目标，至于教育、学习，都
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的
过程。”她的书和演讲受到许多中
国家长的追捧。

可是，我认识的犹太学者说：
莎拉讲得不对！特拉维夫大学终
身教授张平撰文指出：“这篇文章
不仅跟真正的犹太教育相去十万
八千里，而且所传播的唯利是图的
教育观念，在任何主流传统中，都
是违背道德的。”

2015 年，扎克伯格在女儿出
生后，捐出了 99%的股份（市场价
450 亿美元），并给女儿写了一封
信，说：“我们希望你们这一代关注
两个概念：推进人类潜能和促进平
等。”我到以色列一所中学考察时，
收到一份小礼物，附带一张卡片上

写着：“教育的目的，必须是培养学
生独立行动和思考的能力，同时让
他们将对社会的服务视为人生最
高成就——爱因斯坦”。

是爱因斯坦、扎克伯格说得
对？还是莎拉女士说得对？教育
的目标，关乎一个民族的终极目
标，犹太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赚钱
吗？我们中国家长为什么没有质
疑莎拉的答案？

我发现，犹太人的教育有很多
与中国家长不一样：第一，我们不
大爱提问题，而犹太人最爱质疑；
第二，我们喜欢“碎片化”思维，他
们喜欢“整体性”思维；第三，犹太
人喜欢讲理念，谈“大道理”，我们
热衷学方法，一讲道理就觉得挺
烦、挺累。

比如，关于犹太教育是否是
“赚钱教育”的问题：犹太人有钱，
我们就想当然地以为犹太人只盯
着钱。这就叫“碎片化”思维——
谁不爱钱？爱钱就会赚钱吗？犹
太人为什么聪明？因为他们的教
育一定要谈原理、原则，明白原理、
原则之后，可以自己摸索出很多方

法技巧，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

再说说犹太人爱质疑和提问
的特点。在以色列神学院，一位年
长的女教授舒拉告诉我们，犹太人
的传统早教，常常通过启发孩子

“提问”来学习。她举例：有一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别人问他：“你为什
么能获奖？”他说：“我妈妈在我上
学时，不是每天问：‘你今天在学校
学了什么？’而是问：‘你今天向老
师提了什么问题？’”

我们参观以色列的一所幼儿
园，老师对小朋友说：这些客人是
从中国来的，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
吗？有个孩子举手：他们是怎么来
到这里的？我们回答：乘飞机来
的；老师问，还有问题吗？又有个
孩子举手问：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
来的？我们又回答：坐飞机来的。
我参观幼儿园不多，却是第一次看
到让孩子向客人提问题，而且提了
重复的问题，老师没有一点不耐
烦！“一个好的问题，比一个正确的
答案更重要。”据说这是犹太人爱
因斯坦说的。

赚钱是犹太人教育的终极目标吗

以上四个问题，如果用“碎片化”
的思维，可能觉得离教育很远，但如果
用“整体”思维，恰恰都与教育密切相
关。给孩子旧的“破烂”当玩具，其实
有多重意义：让孩子接触真实，让孩子
有创意。有一所幼儿园在游戏区摆了
一架破钢琴，老师说，这钢琴可以让孩
子随意拆装、摸索，让他们琢磨熟悉钢
琴构造。孩子用旧的家庭用品来玩过
家家，比玩具更真实。其实，创新思维，
是面对真实世界开始的，创造力，就是
要解决真实的问题。而我们一般都认
为，给孩子最好的玩具，学校硬件好就
是好的教育。这是教育理念的不同。

第二，我们的教育是考试决定命
运，“人往高处走”，考个好分数，离开
穷山僻壤，不务农才算有出息。为什
么？因为搞农业太慢，太苦。但是，

“民以食为天”，没有农业，就没有根
基。犹太人流亡 2000 多年，他们珍惜
土地的价值，明白掌握农业的高科技才
能掌握未来的命运，因此他们不怕慢，
不怕苦，这是“慢性子”的未来思维。

第三，他们立国不求眼下的便利，
去找更肥沃的土地，而是追随民族的
核心价值，相信祖先所立的约定，宁
肯回到贫瘠的土地，复国主义者都是

“理想主义者”，这是一种远大“理想”
思维。

第 四，面对敌人，用帮助对方的
方法去融合，用关怀去胜敌，这是宽

广的“宽恕”思维。而我们倡导人不
犯我我不犯人，有人对我不好，我不
会轻易放过。

以上四点，都是教育的关键：创新
意识、未来意识、理想信念、宽恕融合，
培养出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才能立于
不败之地，财富也只是一个不在话下
的衍生品。

光明日报驻以色列首席记者陈克
勤曾在采访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时问：
为什么犹太人那么优秀，连创奇迹？
佩雷斯说：因为我们有十诫，就是《托
拉》中的摩西十诫。十诫的前四诫都是
信仰上帝，后六诫就是道德规范——要
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
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所
有。其总原则，以中国话来说就是“敬
天、爱人”。在他们的律法中，规定要做
很多慈善、公益，比如捐钱给穷人，那不
是一种“爱心”，而是一种“义务”，是“必
须”。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扎克伯
格捐出了自己股份的99%。

可见，犹太教育的最终目标，并非
像莎拉女士说的那样，培养一个“赚钱
机器”，而是培养遵守律法的人，一个

“敬天、爱人”的人，也就是像扎克伯
格、爱因斯坦所说的，一个能独立思考
与行动、关注人类进步、社会公益、愿
意服务社会的人。

（作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教育
节目“成长你我他”主编）

用整体思维看犹太人教育

幼儿园的玩具很“破烂”。参
观一个基布兹（类似“人民公社”的
集体农庄，上世纪初，犹太人在巴
勒斯坦买地居住，建立生产、生活
的自给系统，是以色列建国的基础
细胞），基布兹里的幼儿园都是很
朴素的平房，孩子的玩具有不少旧
铁锅、旧电脑键盘、旧录音机等，和
玩具火车等一起，随意放在沙坑
里。教室里还有很多大自然中的
松果、枯草、干叶子等都是孩子们
制作艺术品的素材。我们所参观
的两所不同地区的幼儿园都是如
此。另外，几乎每个幼儿园都有沙
坑，而且滑梯等游乐设施地上都不
铺塑胶，全部是天然的沙石地面。
难道是他们没钱给孩子买高档玩
具和建造设施吗？

超越不利因素发展农业。以
色列面积只比北京市大一点点，沙
漠占了一半多。2015 年，92 岁的
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会见中国企
业家代表团时说：“我们土地太少，

也没有水，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唯
一的资源，就是你的梦和你的大
脑。因而，第一，不要怕做梦，要
永远有一颗不自满的心。第二，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才会创
新。”的确，以色列人仅用短短的
50 年，在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沙
漠大棚温室、节水滴灌技术、农产
品出口等奇迹。他们在那么艰难
的条件下为什么选择农业？答案
当然是生存。但纵观中东地区，因
水资源稀缺，选择农业为主的国家
实在不多。

选择贫瘠的土地建国。犹太
人流亡了 2000 多年，上个世纪初
犹太复国主义者讨论立国时，除了
巴勒斯坦外，还有其他地方可以选
择，如非洲的乌干达、阿根廷南部、
西奈半岛、塞浦路斯等。但犹太人
全体投票，最终选择在巴勒斯坦建
国。尽管这里资源匮乏、土地贫瘠，
还存在诸多争端。但是，因为古老
的《希伯来圣经》说，这是上帝应许

给他们祖先的家园。在一个基布
兹，60多岁的讲解员给我们展示他
父母那一代的照片，自豪地介绍，他
的父母从波兰来到这片不毛之地，
没有食物和水，29 个年轻人，怀着
锡安主义的理想，放弃在欧洲优裕
的城市生活，甘心垦荒当农民。如
今这里已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愿意帮助“敌人”。水源不足
是导致中东混乱的因素之一。我
们去南部与埃及毗邻的基布兹访
问，谈到沙漠治理，他们用高科技
淡化海水来解决水资源的缺乏。
但令人纳闷的是，他们还把昂贵的
淡化水输送到埃及。埃及曾经是
以色列的敌人，在以色列建国时，
埃及就向它宣战。然而，基布兹的
负责人说：敌人有了水，就不会再
进犯我们了；而且水技术是由我们
提供的，他们又何必与我们为敌
呢？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里有
句话：“谁是最强大之人？能化敌
为友的人。”

犹太人的作为都是为了赚钱吗

梁雨菲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