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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本是第一天职 母爱创造社会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
要“重视家庭建设”，谈到要“注重家
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谈到女性
要“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
这些系统而又深刻的论述，几乎是党和
国家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对家庭、对女
性、对母职倾注最多感情与最高期望
的，也是我们今天最需要认真学习与领
会的。

为什么总书记一再强调家庭、家庭
建设而不再仅仅是家庭教育呢？

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
更重视家庭教育工作，但也几乎没有一
个国家孩子的问题比中国的更大，没
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么不重视家庭、不
重视家庭建设。发达国家都极重视家庭
建设，总统竞选时都要阐述他们的家庭
政策，政府动用税收等各种政策如保护
家庭⋯⋯

家庭好了，即使不教育，孩子也不
会坏到什么程度。相反，家庭坏了，再
多的家庭教育也不可能让孩子好到什么
程度。

习总书记为何强调“贤妻良母”

家庭是源，孩子是流；家庭是本，
孩子是末；家庭是因，孩子是果；覆巢
之下，岂有完卵。因此，家庭及其建设

远比家庭教育要重要得多。
如何对家庭进行最有效的建设？最

重要、最简单、最易行的做法，就是让
母亲归位。母亲是家庭中最重要的核心
和元素，没有母亲归位的家庭是谈不上
建设的，甚至是谈不上家庭的。这就是
习总书记强调女性“相夫教子”“贤妻
良母”的重要意义所在。

母亲归位为什么那么重要？从生物
学的角度来看，生物越高级，对生殖的
条件要求也就越高。人的出生要经历漫
长、烦琐的恋爱、结婚等社会程序，更
要经历长达十余年艰苦繁重的孕育、生
育、哺育、养育、教育过程，以至于 18
岁之前还被称为未成年人。所以，对于
人类来说，母职是天职，是所有职业中
的第一职业。

在漫长的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
社会阶段，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再生产让
育儿成为最有价值的工作。一直到封建
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男主外、女主内
成为最经典的家庭模式。

中国历史上，男人在外从政、戍
边、经商，女人在家耕种、孝亲、抚
幼。女人几乎不能从政、戍边、经商，
科举几乎不让女人参加，女官也只是在
后宫里才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也要女扮
男装，这不是对女性的歧视，而是对性
别的尊重。

而进入所谓的父系社会 （其实是男
系社会），价值的中心从人口再生产转
移到物质再生产，以至于今天人们无视
母亲劳动的价值。因此，女权主义者认
为妇女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是因为
没有经济地位，而女性要有经济地位，
就要走上社会与男性同工同酬⋯⋯

女权主义者的分析是对的，但开出
的药方是错的。因为女性生儿育女本身
就是对社会的贡献，母亲的工作应该是
带薪的工作，应该本身就拿工资，承认
女性作为贤妻良母所创造的价值，是承
认女性价值的第一前提，然后才是承认
女性作为单位职工所创造的价值。

母亲才是最好的幼儿教师

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男女平等、夫妻
有别，乾坤分置、阴阳和谐。

家庭应该是一个团队，应该有前锋
有后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站位。中国
现在的大问题是父亲母亲不分工，全在
前场跑，没有人在后场，更没有人守
门。夫妻双方都主外，筋疲力尽满场跑
的结果，是捡了职场这个芝麻，丢了孩
子这个西瓜。

理想的家庭里，大多数父亲应该是
董事长，大事把握方向，小事无须过
问；母亲应该是总经理，是家庭的具体

管理者、经营者。
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历史，更多的

都是强调母职、母教而不是父职、父
教，对女性不强调男性化的社会性职场
拼搏。人口再生产才是女性的生物和社
会本质，这就像历史上只有女科或妇科
而没有男科一样。当然现代西方社会由
于全职母亲的母性过剩导致新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父亲参与育儿，但对于中国
来说，更多的还是母性被盘剥所导致的
问题。

现在政府正在加大力度解决入托
难，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离
社会满意似乎越来越远，近些年幼儿园
虐童案增多就是一个说明。

其实，家庭才是最理想的托幼机
构，母亲才是最好的幼儿老师。据我所
知，有的幼儿园接收的孩子还不足周
岁，这么小的孩子在家庭中由一个全职
母亲照顾都未必能照顾得好，送到机构
代养怎么能培养得好，又怎么能不出问
题？

所以，鼓励母亲在家带养幼儿，把
补贴给幼儿园的经费补贴给母亲，效果
一定不会差。

让母亲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

对于数千万的留守儿童，国家和政

府想了许多办法，如建立“留守儿童之
家”等，其实最重要的是“留住母亲，
成长孩子”。国家要从战略高度认识这
一问题，让母亲留在农村、留在家里才
是根本解决之道。

政府提倡“回乡创业”，但比这更
重要的是创造条件让母亲先回乡。各种
农村补贴让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
利，但母亲和孩子们还没有直接享受
到。如果给不出去打工的农村母亲每年
每家 3000 元补助，1 亿母亲的补助只要
3000 亿，不过是中国工商银行一家企业
的利润总额，但是其社会价值却是无可
限量的。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母
亲。透支母亲就是透支未来，这一点对
于奉行少子化的当代中国来说意义极为
重大。女性可以下岗，但母亲的工资应
该照发。让母亲含辛茹苦地培养孩子是
人类文明的耻辱，社会应该为母亲安祥
乃至优雅地培养孩子创造条件。中国的
未成年人问题已经在重重地提示我们必
须这么做了。

家庭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
没有母亲的归位，家庭建设不可能取得
真正的成效。好在习总书记已经为我们
指明了这个方向。

（作者系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
究所所长）

倡导母亲归位 注重家庭建设
王东华

我和孪生姐姐18岁时从大连双
双考入北京的大学，后读研，工作，
到美国留学，再工作，成家。回想这
么多年来走过的路，支撑我们渡过
一个个难关，帮助我们一次次作出
抉择的最主要因素，其实是我们俩
从奶奶、姥姥和爸妈的言传身教中
潜移默化学到的人生观——独立不
依附，乐观不抱怨，追求真与善，远
离假与恶。这构成了我们姐妹俩最
基本的教养和为人处世的底蕴。

奶奶是 1904 年生人。我们俩
在她 69 岁时出生，是她最小的孙
辈。奶奶不识字，不会讲大道理，
倒是翻来覆去地讲一些很老的笑话
和她的人生故事。我从来没觉得要
向她老人家学习什么。直至离家到
北京以后，面对社会和形形色色的

人，才意识到奶奶原来是个很强大
的女性。

奶奶总是特别自豪地和我说，
她在丈夫不管家的情况下，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拉扯大 8 个孩
子。用她的原话就是“不仅从来没有
要过饭，而且每个上门要饭的，都没
让人家空手离开过”。她会反复讲很
多具体的细节，而且每次回忆这些
往事时，从来不难过，总是充满乐观
和豪情，为自己骄傲。比如她总说：

“我平常一顿饭能吃20个饺子，要是
和人吵架了，那就得吃30个，哈哈
哈。”耳濡目染下，我们俩在面对
困难的时候也特别豁达乐观。

姥姥是 1923 年生人。她 30 岁
时从山东的著名革命老区来到大
连，一生经历诸多痛苦和磨难，却

始终与人为善，举止从容。我特别
佩服姥姥在大是大非面前总能做出
正确的选择，尽管有时这些选择对
她个人来说意味着更多的苦难。

我妈妈十几岁时从山东老家来
到大连。那时姥姥的邻居主动提出
要帮妈妈在火柴厂找一份差事，因
为他们家同岁的孩子都已做工挣钱
补贴家用了。虽然姥姥从未上过
学，生活不易，但她还是断然拒绝
了。她历尽艰辛供我妈妈上了卫
校，才有了后来妈妈在医院的职业
生涯。后来每当我遇到人生重大抉
择时，也总问自己，该选择相对容
易的路，还是选择正确但更艰难的
路？我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走人
间正道，哪怕那意味着更多沧桑。

妈妈卫校毕业后在医院工作了

40年。改革开放以后，她努力追求
接受更高的教育，在我们俩童年和
少年的记忆中留下很多专心自学、
写文章的画面，对我们是很大的激
励。妈妈退休十多年后，我陪妈妈
回医院，时不时就有人过来热情地
说，感谢金主任当年的帮助，而妈
妈自己却不记得了。70多岁的妈妈
骨子里是个善良侠义的人，乐观独
立地抗癌 5 年有余，还坚持撰写医
院院史。她的善良和对写作的热
情，对我们姐妹影响深远。

现今我们离家已25年整，与父
母远隔千山万水，与奶奶和姥姥更
已阴阳两隔。但她们美好的品格，
却跨越了时空，时刻激励着我们做
自立、乐观的女性，努力追求生活
和事业的真与善。

当年我申请到美国留学的时
候，被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半奖
录取，被明尼苏达大学全奖录取，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明尼苏达大
学。虽然哈佛大学很有名，但是如
果挣得面子的代价是要依附别人的
赞助，那就不符合我们家的门风。
明大的全额奖学金让我可以独立自
主地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选择明
大就是选择了独立。

感恩她们传给我们的风骨与智
慧、独立与乐观、追求真善美的做人
原则。这些家风看似抽象，却实实在
在强大到可以超越时空，影响着我
们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重大决定。

（作者系美国罗格斯大学文理
学院教导处副主任，新航道家庭教
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家风跨时空 风骨永流传
杜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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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了 《侏罗纪公园》《辛德勒名单》 和
《E.T. 外星人》 等诸多经典影片的史蒂芬·斯
皮尔伯格，曾经是一个不会读写的差生。因为
从小患有阅读障碍症，史蒂芬在阅读、理解、
拼写和写作等语言能力方面有先天缺陷。上学
以后，这个不会看书的孩子，一直是被同学嘲
笑、令老师叹气的“差生”。

史蒂芬上高中时，母亲丽雅·阿德勒和
丈夫离异，家庭的变动对于青春期的史蒂芬
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成绩不好、父母离
异、性格古怪的史蒂芬，成了典型的“问题
男孩”。

人们常说，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那块
木板有多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有多
短，养育孩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按照木桶原理，一个负责任的妈妈就应该
想办法帮助史蒂芬治疗阅读障碍症，通过大量
阅读、重复练习，让他逐渐明白文字的结构、
文字与文字间的关系，以及文字传递出来的意
义。既然阅读障碍是他的最短板，就应该想方
设法将这块木板加长，一旦阅读问题解决了，
他可以读懂教课书，成绩自然就提高了，也不
再会抗拒学习，那些调皮捣蛋、不专心学习的
坏毛病自然也会渐渐好起来。

但是，丽雅却没有这么做。她认为，一旦
强迫史蒂芬走阅读这条路，她和儿子便需要花
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做一件他天生不擅长的事
情，而最终也只能让他成为一个能够读书的普
通人而已。

既然儿子不喜欢读书，何不鼓励他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史蒂芬最爱拍电影，无法通过文字表述的
东西，他通通宣泄在拍摄里面。14 岁那年，
史蒂芬让丽雅给他买了 30 罐樱桃，放到高压
锅里煮，直到“砰”的一声，高压锅爆炸，红
红的樱桃汁喷涌而出，史蒂芬满意地拍下了这
个瞬间，构造了他所谓的“魔鬼诞生画面”，
留给丽雅的则是满墙满地满灶台红樱桃汁的残
局。

“不学无术”的儿子，遇上“无原则溺
爱”的妈妈，丽雅和史蒂芬这对母子，在老
师、邻居和朋友心目中，就是一对天造地设的

“无前途”组合。
但不管他人怎么说，史蒂芬非常感谢他的

妈妈。
身为不会读书的差生，平常的生活令史蒂

芬处处失意、羞愧难忍，心灵唯一的出路就是
拍摄电影，唯有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他可以感受
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先天阅读障碍症为他堵
上了一扇窗，电影为他打开了一道门，并且有

一个妈妈不顾旁人的劝阻坚定地为他把着门。
可惜世界上像史蒂芬这样的幸运儿并不

多。
据盖洛普调查显示，全美国有52%的成人

认为，成功的人生需要了解自己的劣势，并不
断改善自己的劣势，而不是需要了解自己的优
势。更有77%的家长认为，孩子最主要的精力
应该花在考试分数最低的那门科目上。这个调
查如果拿到竞争更加激烈、更加看重他人评价
和社会地位的中国来进行，相信这两个比例会
更高。

相信什么不足就补什么的父母，需要思考
四个问题：

和先天基因比起来，父母的干预究竟在多
大程度上可以塑造孩子的一生？这个塑造，不
是指具体的知识或是技能，而是行为、性格和
心理特点。一个先天喜欢幻想、充满激情的
人，虽然也可以学习如何操作机器或起草官僚
机构的公文，但他的特长和激情始终如困兽一
般，无法释放。

有些东西是否真的值得我们去改变？如果
人的精力、热情和时间是无限的，那提高自己
的劣势自然也不是问题；但人的精力、热情和
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强迫孩子做一件天生就不
擅长、没有热情的事情，则意味着他失去了进
一步打造自己优势的机会，这真的值得吗？

在塑造孩子的同时，我们可曾想到损失
的是什么？若是史蒂芬当年被强迫学习读书
写字，他便需要终其一生面对自己的缺点，
终其一生和自己的天生不足做斗争。而这终
其一生的努力，也不过将自己变成一个受社
会认可的普通人而已，早已不是本来的那个
自己。技能易得，自信心易逝，孰轻孰重，
如何衡量？

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需要塑造的？英国工
业革命开始之前，纺织是足以让一个家庭、一
个镇子乃至一座城市殷实的行业。而纺织机的
诞生，一夜之间让纺织工匠沦为任人宰割的绵
羊。现在的孩子将在 2030、2040 年走向社
会，我们凭什么推断，我们为孩子塑造的这些
东西，能和未来社会相关？

人的一生很短，社会变革很快。父母的身
份赋予我们影响孩子一生的重任。凭借我们有
限的认知和价值观去改变孩子很容易，但做出
真正有利于孩子一生的抉择却很难。唯有勤于
思考、谦虚包容，才能不辜负上天赋予我们的
这份使命。

（作者系有机养育理念倡导者，著有 《我
不要巧克力味儿的苹果——剑桥妈妈的有机养
育手记》）

向斯皮尔伯格的母亲学育儿
丁丁

母亲一生没有进过银行，手下却
管理着一家银行。

母亲的营业部选址于房檐下，营
业部经理是芦花老母鸡，火红冠子的
大公鸡任保安部主任。

每天一大早，先是在外面睡觉的
红冠子大公鸡气派地一翅子飞上草
垛，迎着朝阳，挺起胸脯，扯着喉咙
喔喔地高歌一曲。然后是芦花鸡闻声
在鸡窝里扑棱一下翅膀，长伸一个懒
腰，“咯咯”地叫着喊母亲来开门。

母亲闻声起床，挥舞大扫帚把院
落扫干净，再撒上一层包谷，然后抖
抖头巾，脚步欢快地来到鸡窝前。母
亲的脚步老母鸡们再熟悉不过了，兴
奋地拥在一起，焦躁不安地等待释放
的那一刻。

母亲哼着小晨曲，挪走顶在鸡窝
门口的青石板，打开鸡窝门。老母鸡
们争先恐后地向门口拥挤。母亲一手
麻利地捉住一只露头的母鸡，另一手迅速关闭鸡窝的栅栏
门。老母鸡乖乖地趴俯在母亲的腿上等待产检。

母亲左手捋着母鸡油滑的羽毛，右手食指搭在母鸡蛋窝
部位轻轻一捺，脸上泛出一阵喜色，立刻就判断出今天她的
活期储蓄存折上会添加一份进项。母亲检查完毕轻轻松手，
母鸡立刻扑棱着翅膀加入啄食包谷的行列。母亲很快检查完
所有母鸡，笑盈盈地起身端来一瓢玉米，嘴里咕咕叫着召唤
她的银行员工加餐，清晨的小院里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邦邦
啄食声音。

母亲很偏心，先尽着要下蛋的母鸡吃，下一波是歇窝的
母鸡，最后是大公鸡。如果有哪只狡猾的母鸡想浑水摸鱼，
母亲一眼就能发现，轻松地把它赶出鸡群。

大公鸡很伤自尊，生气地昂着头、跺着步“咯咯咯”抗
议。抗议无效，母亲原则性很强，它只能最后进食。母鸡们
吃饱喝足，下蛋的赶紧去抢各自的位置，不下蛋的甩着爪子
跑向土堆翻腾虫子做开胃小菜。

看所有的母鸡都远远离去，母亲折回身抓来一把小米，
撒在地上给大公鸡开小灶。大公鸡兴奋得冠子格外红亮，快
速啄击地面，喉咙里发出满意的咕咕声。大公鸡吃饱了，振
翅飞上墙头，用力拍打翅膀松活筋骨，憋足力气冲母鸡喔喔
高叫。母亲慈爱地看着它，明年的鸡雏可都指望在它身上
呢。母亲把地上的鸡粪打扫干净，打开院门，新的一天开始
了。

“咯哒！咯咯哒！”外面很快传来产蛋母鸡的讨好声音，
正在饭桌前布置早饭的母亲嘴角漾起一朵微笑。她一边给我
们的碗里添加稀饭，一边在心里点着数。有一只母鸡没有报
账！母亲撂下饭碗冲出去，在外面的柴草垛周围踅摸一圈
儿，不一会儿手里握着一枚鸡蛋，边走边数落那只在外面落
蛋的母鸡。

天色将晚时，母亲呼唤在外面撒野的鸡群回家，公鸡母
鸡闻声离开草丛，像一支支利箭飞奔回母亲的身边。母亲给
她的银行员工们加夜餐，吩咐我从鸡窝里捡拾鸡蛋，数目与
早晨的晨检完全吻合。

母亲的鸡窝银行对全家意义非凡。我上学的学费、书本
费从这里支付，家里打油买盐的钱也从这里支付，走亲戚串
朋友，鸡蛋是最拿得出手的礼物。前邻后舍手头短个块儿八
毛的来求借，母亲从不拒绝。“穷时候给一口，强过富时候
给一斗”，是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村里的孤寡老人过生
日，母亲会煮好鸡蛋让我送去祝福：“生日吃鸡蛋，一年包
舒坦。”那时候鸡蛋是很金贵的东西，家里来客人，清油炒
鸡蛋是最高档的下酒菜，母亲的一窝母鸡成为家庭的经济支
柱。

母亲没有学过经济学，却赛过一个专业理财师，她把理
财观念潜移默化进我的心里：居家过日子，不仅要精打细
算，更要互相帮衬。

（作者单位：山东市青州市职工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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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国
妈妈是个心理学家，研究方向包括家庭

教育。我的学历一路以来都是国内名校，所
以常有不了解情况的人把妈妈的职业和我的

“成功”做因果分析，“你妈妈是教育家，一定
把你教育得很好”之类的评价始终伴随着我。

外人知晓的始终只是表象。凭我从小耳
濡目染，的确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我
并不认为孩子的“结果”（发展状况） 完全
是家庭教育造成的。孩子的发展状况更多是
自己的选择，父母的教育只是帮助他们辨
别，却始终不能代替孩子的选择。

我今天的这些“结果”，其实是对妈妈
的一种模仿。

妈妈不替我做任何决定和选择

妈妈是心理学家，在教育孩子方面却不
照本宣科。至少在我看来，她从没按照教科
书的理论来养育我，甚至让我经常处于一种

“放养”的状态。
自打记事起，妈妈就处于一种异常忙碌

的状态。我小时候她在上海深造，我们聚少
离多。后来她又到北京的高校工作，我们全
家就跟着她一道北上。

因为忙，父母对我的直接陪伴其实是不
太够的。我小时候性格有点自命不凡，总是
把头埋在书里，一本接一本地读。好在妈妈
不是那种平时不怎么管却又喜欢干涉孩子的
家长，她虽然没法弥补陪伴不太够的遗憾，
却总是为我的健康成长铺平道路、提供各种
支持和帮助。比如我爱读书，她就买来各种
类型的书海量地充实我的书柜；高考要报志
愿，她就帮我查询各个学校的不同，一一帮
我分析。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沉溺于超心理学研
究，这是一个即使在国外也不被主流认可的
领域，“学术正统”的妈妈会耐心听取我阅
读各类文献后总结的理论。

考研之前，我整个人陷入严重的病态情
绪，怕考不好，怕自己毕业后无处可去，更
怕落人笑柄。那段时间我睡眠差到必须要垫
三四个枕头，把自己弄成个钝角才能勉强休
息几小时。于是妈妈卸下了工作——时至今
日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挤压出整整7天的时间
来陪我备考。整整7天，我们俩缩在酒店的
套房里，基本上不怎么出门。她把床让给
我，自己在外间支了床，不多问一句我准备
得怎样，只是默默陪伴。

不论我多么幼稚，多么缺乏社会经验，
但还是自我意识爆棚，坚定地要自己主宰自
己。妈妈了解我，一直视我为独立、平等的
交流对象，尽可能不替我做任何决定和选
择，帮助但绝不干涉，让我觉得很被尊重。

朴素的“妈妈面”让我想家

可能是由于多年专注科研，少理世事，
今年已经 51 岁的妈妈，身上时刻伴随着一

种纯粹的善良，还保持着一种旁人无法想象
的少女天真。她经常会眨着眼睛，说出一句
特别梦幻的话，让人感觉这是一种 50 多岁
的人不应当有的纯真。

她是许多人眼中的学术大牛、事业女
性，也深得学生爱戴。可私下里，她还是鲜
活、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为家人生病着急上
火、为生活琐事操心。常常刚在讲坛上做完
学术报告，转身回家来就在油烟滚滚里为家
人做羹汤。

妈妈做饭水平很普通，但她做的面很好
吃。多少个疲惫的清晨，妈妈用家乡腌制的
雪菜做汤底，卧一个鸡蛋，撒一把青蒜，勾
一勺辣酱。平常我对饮食要求极高，却也总
吃不厌这碗朴素的“妈妈面”。妈妈的这碗
面也成为我想家的一部分。

其实，妈妈是一个特别认真、特别纠结
的人。分派给学生的工作，自己一定要细细
地过一遍，也常常会因为别人的错误把自己
搞得很累。不仅如此，她自尊心很强，有的
时候还很固执，遇见不开心的事情会生气，
会感情用事。

所以我们一旦相处时间长了，一定会产
生很多生活矛盾。经常吵着吵着，我会想：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怎么这么不理
性，看问题如此不冷静？”然后就会笑着对
她说：“你这小姑娘怎么这样⋯⋯”于是一
会儿，我俩就又很要好了。

无法理解自己时我理解了母亲

硕士毕业后，我离开北京去上海工作。
我本科就是在上海念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妈妈曾经念叨希望我去念复旦的中文或新闻
系，或者是她在这里念了硕博，有意无意地
把上海深深地烙在了我心里，我爱上了这座
城市。

总之，即使爸爸妈妈都在北京生活工作，
即使他们不是那么赞同，我还是执意去了，他
们最终也同意我去了。当然，独自生活难免
诸多不顺，父母远在天边，也难以给我很多支
持。我总是一个人很晚还不睡，消化着这些
不顺。

一天夜里，工作和人际关系的焦虑击垮
了我。我憎恨自己的敏感和固执，不懂自己
为什么不能圆滑地处世，也讨厌这个难以相
容的社会。我忽然好想要一种被安排好、被
照顾好的人生，几乎不想再坚持自己了。

我流着泪蹲在马桶上，看着镜子里的自
己。那一刹那，我好像在镜子里看到了妈
妈。那一刹那，我也忽然明白了，当你开始
无法理解自己的时候，也就理解了妈妈。

我们赤裸裸地来到人间时，都是不完美
的孩子，妈妈爱你像谁，你就是谁。因为母
亲绝不会选择好一个完美的孩子，才让他来
到人间。即使人生和人格不可能是完美的，
也有它们必须存在的意义。这是我从妈妈身
上学到的最重要功课。

我好像在镜子里看到了妈妈
雨濑

温馨 绘

我出生在农村，生活在一个和
睦、温馨的四口之家。父亲常年在外
工作，姐姐和我从小跟着母亲长大。
母亲含辛茹苦，把整个家庭打理得井
井有条，在我和姐姐的成长道路上吃
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母亲虽没上
过学，但非常通情达理、任劳任怨、
为人善良。古语说：“身教重于言
教。”这个哲理在我母亲身上体现得
特别明显。

学到的知识别人偷不走

1986 年，我 8 岁上小学，学习
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班主
任也很看好我，让我当班长。小学一
年级到四年级之间，我每年都得“三
好学生”奖状，每当放假领回试卷，
高兴地给母亲和父亲看，父母总是鼓
励我：“成绩考得好，但不能骄傲！”
我想起了毛主席说的一句名言：“谦
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
话在我脑海中深深地打下了烙印，成
为我一生的精神支柱。

母亲经常对我和姐姐说：“自己
学到的知识别人偷不走，好好学习不
会吃亏。”我觉得这句话有着深奥的
哲理，后来我读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 经 典 报 告 《教 育 ： 财 富 蕴 藏 其
中》，让我对母亲的那句话理解得越
来越深刻。

小学时，我总体上算是听话的好
孩子，但出于好奇，也会给母亲带来
一些麻烦。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
情：一是我们学校的校门刚刚修好，
我和小伙伴一起在附近玩耍，不知怎
么校门突然歪倒了，我跑得不够及
时，被校门压了脚。母亲知道此事后
非常焦急，让人捎口信给在乡镇供销
社上班的父亲，父亲急急忙忙回家，
带着我去看医生。好在受伤不是很严
重，医生给我开了点药
回家吃，在家静养几天
就好了。另一件事情
是，我从小喜欢吃甜
食，和小伙伴一起爬树
摘槐花吃，觉得味道甜
滋滋的，结果吃得太多

了，导致痄腮。这次又把母亲吓了一
跳，母亲带着我去医院，拿了点消炎
药，吃了几天就好了。这两次生病的体
验，因着得到母亲特别细致的照顾，吃
到了一些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现在想
来反倒成了美好的回忆。

再穷也要供孩子上学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家里每年都要
养一头猪、几只鸡和鸭，地里种好多种
菜，春节前把养大的猪卖掉，用来买年
货和新衣服准备过年。外出卖菜是一个
非常辛苦的差事，头天下午母亲早早地
吃完午饭就要下地摘菜，摘完后运回
家，再整理好，经常会忙到深夜。第二
天还要早起，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就早
早出门走街串巷叫卖。卖得快的话，母
亲就回来得比较早，有时候赶上不好
卖，就回来得很晚。

当时我还不明白母亲为啥天天走街
串巷卖菜而不是去赶集摆摊，后来才知
道母亲是为节省时间和摊位费，供姐姐
和我上学。

攒钱供我们上学是父母最大的期
望，母亲总是说：“我和你爸爸都没上
过学，一个字也不识，在社会上会吃很
多亏，你和姐姐一定要好好上学。”母
亲经常教育我和姐姐，没有苦中苦，哪
有甜中甜，生活中只有吃苦肯干，才能
慢慢享受甜美的果实。

中考成绩出来后，我的成绩离分数
线差 0.5 分。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决定
让我读高中，但需要交 800 元的赞助
费。这些钱都是父母东借西凑的，我当
时内心非常愧疚，要是多考几分就不用
父母舍掉脸面向亲戚朋友开口了。

高中阶段，我更加刻苦学习，但由
于临场发挥不好，第一年高考成绩不理
想，不得不复读。第二年我上了省里的
一所本科师范院校，毕业后我选择了考
研，被一所部属师范大学录取。直到
2004 年研究生毕业后参加工作，我们

家欠了不少外
债。我工作后
第一个月的工
资除了留下一
点 生 活 费 以

外，都交给了母亲。母亲不善言表，但
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有困难自己扛

有一段时间，母亲身体不是很好，
血糖偏低导致突然晕倒在地。姐姐和我
在外工作，每次往家里打电话，母亲总
说家里都挺好的，总是报喜不报忧，为
的是让我们好好学习和工作，不用挂念
家里。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保
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对生活
充满希望。但 2006 年父亲查
出得了重病，顿时让母亲心
情沉重起来。但看到闻讯赶
回家的我满脸担心，母亲反
而安慰我说：“不用担心，去
医院看看，拿点药吃吃就好
了。”

我 带 父 亲 去 医 院 检 查 ，
医 生 跟 我 说 要 做 好 心 理 准
备，当时我觉得父亲的身体
平时特别健康，不会有什么大的闪
失。可事与愿违，检查结果出来后着
实让我感觉天塌下来了一样，可母亲
还是安慰我说：“没事的，吃吃药、
挂 挂 针 就 好 了 。” 2006 年 12 月 12
日，父亲病情突然恶化，从此离开了
我们。

父亲的离世对母亲的打击特别大，
一段时间里，她心情低落，茶不思、饭
不想，消瘦了很多，但在姐姐和我面前
还是表现得很坚强和乐观。母亲和父亲
感情特别好，从来没有因为什么而吵过
架，甚至没有红过脸，给姐姐和我营造
了温馨的家庭环境，他们的相处之道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

母亲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
水，把我和姐姐培养成人。如今，我已
博士毕业，在大学里教书，能取得现在
的成绩完全归功于母亲给我种下的“好
好学习”的种子。母亲的勤俭持家、乐
观生活、任劳任怨的品质是我们家一笔
宝贵的财富，更是一种激励孩子积极向
上、努力拼搏的优良家风，我会把这种
家风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

人生的财富藏在母亲的话里
杨尊伟

周浩周浩 摄摄

波子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