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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不识字，却敬畏文化和有关文化的一
切。从记事起，每逢有字的纸，奶奶就不许我用
脚踩，更不许垫在身下坐。在奶奶眼里，只要纸
上落了笔迹，不管什么内容都得珍惜。她的理由
就一句话：“这是文化，得像敬神一样敬。”我没
有追问过奶奶什么是她心里的文化，从此就遵循
奶奶定的“敬”的规矩。淘气的我也曾“欺负”
她不识字，“挑衅”地说：“奶奶，这不是字，是
画。”一向宽容的奶奶毫不让步地说：“那也不
行，上面有笔迹。”奶奶让我觉得，识字是一件
了不起的事情，于是我很早就追着爸爸问这个字
读什么、那个字是什么意思，缠着他教我认字。

过年辞旧迎新时，农村家家户户都会贴新的
年画，用新报纸糊一层房顶，那是我这个平日乖
巧的孩子最“野”的一段日子。我到处捡别人家
撤下来的那种有人物、故事的年画，一张张剪
开，用针线缝成连环画保存；还会到处捡别人家
淘汰的旧月份牌，因为月份牌上面会有小故事、
小笑话、小知识等；我还常去别人家的屋子里仰
头“转悠”，搜寻糊房顶的报纸上的内容。奶奶
从来不认为我弄回来的一堆堆东西是“垃圾”，
总是笑呵呵地帮着我裁剪、缝纫，最后不忘用手
轻轻抚平折了的页角和皱了的纸张。因为在奶奶
眼里，这些都是“文化”。我宝贝这些，她高兴。

每次看到我看书写字，奶奶连走路都会蹑手
蹑脚，生怕打扰我“学文化”。有一次我生病发
烧，却说什么都不肯听医生的话卧床休息，听到
学校的钟声响就跑去上课了，连早饭都没有来得
及吃。奶奶给我煮了一碗面条，还打了一个荷包
蛋，踩着一双颤巍巍的小脚，端着面条来到村口
的学校，在教室外面等了我整整一节课，直到下
课看着我吃下去才拿着空碗离开。那是我这辈子
吃过的最好吃的面条。

后来有一次我问奶奶，为什么不敲门让我出
来先把面条吃了她好赶紧回家，奶奶说：“打扰
老师上课是不敬，也让你不专心。”就是这“不
能不敬”，让她老人家赢得了我深深的崇敬和爱
戴。奶奶从没对我用过“宝贝”之类的昵称，但
这碗面条里她老人家深沉的爱，足够让我牢记一
辈子。

后来我考上了中师，要成为奶奶眼里的“文
化人”了，这在农村也算一件大喜事。奶奶心里
高兴，但并不逢人便讲，她总是说“自己的好得
要留给别人夸”。临行前，奶奶把辛苦攒下来的
几百元钱塞给了我，嘱咐我好好的。奶奶用实际
行动教我什么叫作低调内敛不炫耀。

奶奶敬惜字纸
让我成了文化人

孩子未来是否幸福，学习好不是唯一途
径，有时候甚至不是一个必选项。

学会选择正能量、尊重秩序、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敢于从不起眼的现在开始、尊重
自己内心的感受、懂得宇宙自有它的平衡法
则、为有价值的事情投入，这些能力犹如父
母和孩子一起编织的一朵七色花，会给孩子
真正幸福的未来。

做正能量交换器。生活中，我们遇到的
人和事往往是因为我们与之能量匹配，关注
自己的能量就是关注自己的内心情绪状态。
家长不妨常常和孩子一起讨论这样的问题：
交了一个朋友，是让自己更自信、更好了，
还是让自己更不快乐、更不自信了？看了一
本书，是让自己更阳光了，还是让自己更悲
观了？玩了半天游戏，是让自己更成长了，
还是更消沉了？

要学会让能量流动起来。有的家长教孩
子“不要管别人的事，管好自己就行”，以至于
同住一个楼的邻居之间也不来往，这就是能量
堵了。如果引导孩子让能量流动起来，接受别
人的善意也付出善意，就会有很多资源出现在

孩子周围，机会也就不断涌现。
懂得尊重秩序。宇宙有宇宙的法则，社

会有社会的规则，家庭有家庭的边界。人是
社会性动物，总处在各种关系中，学会尊重
秩序，成为一个有秩序意识的人，才会在人
际关系中游刃有余。

如果孩子在家里被捧成“小太阳”，不知
道尊重父母的权威，到了社会上就会成为一
个没有秩序意识的人，难免会被他人排挤，
哪怕有通天的本领，也会怀才不遇。

学会对自己负责。有些人喜欢将自己的
人生不顺遂归咎于他人：失败了是因为你没
有支持我，不幸福是因为你不爱我，学习不
好是我们班风气不好⋯⋯抱怨并不能让事情
发生任何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讲，习惯抱怨
的人并不打算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让孩子根据不同
年龄阶段具备的能力对自己负责，父母就要
在家庭教育中避免这样的误区——父母因为
孩子的事争吵，“看看，就是因为你，孩子才
这样的”，这是在告诉孩子他的人生别人应该
负责；因为孩子的事，父母筋疲力尽，活得
辛苦，无疑在告诉孩子“我不高兴是因为你
不乖，你要对我的开心负责”；孩子不会写作
业，你比他还急，你是在告诉他“学习好这

件事，我比你更在乎”⋯⋯这些误区会让孩
子觉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为你的情绪服
务，而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人生负责。当
孩子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时刻，才是他
真正有动力积极进发的时刻。

敢于从不起眼的现在开始。每一个完美
呈现都是从弱小开始的。很多人的不快乐源
自完美主义，他们希望每时每刻呈现在别人
面前的都是毫无瑕疵的状态，所以很多事情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比如，有的小孩画画时
有一点儿错了，就发脾气、大哭，有可能是
从小父母就不能忍受他不完美的样子。

所有的完美都在于一点点的进步，所有
的完整都在于一点点的累积，所有的成功都
在于一次次的试错，所有的辉煌都在于一步
步的平淡。当父母接纳孩子的哭闹、不懂
事、不如人时，孩子就开始一点点进步，逐渐
能脚踏实地，耐得住寂寞，最后自然有成果。

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多父母觉得坚
持是一个好品质，孩子弹钢琴没兴趣时要孩子
坚持，孩子学跆拳道太累时仍然要孩子坚持。

可是，坚持的另外一面就是执念，固执
己见有可能错失良机。是否需要坚持，衡量
指标就是孩子是否快乐。如果孩子的体验是
不快乐的，父母该做的不是强调坚持，而应

该思考怎样能让孩子快乐做事，比如考虑换
一个老师、换一种学习方式甚至换一个项
目，不能为了坚持而坚持。

当一个人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不是
外界的标准时，才能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出
来。懂得随时变通，会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
加幸福，也会为他人带去福音。

尊重宇宙的平衡法则。世界上没有绝对
的公平，宇宙自然有其平衡法则。常言说：
好人有好报，但是做好事不一定当下就立刻
有好事相报。所以，父母不要用公平来做是
非判断，要帮助孩子接纳此刻的现实。一个
斤斤计较的孩子，眼睛整天盯着当下的公
平，难有宽阔的胸襟气度。

为有价值的事情投入。一个对任何事情
的投入都要算计的人，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大
脑、精力、时间才是无价之宝。很多家长认
为，学习好就会有好工作、好工作就会有高
收入、高收入就会有幸福感。而事实上，这
个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并不成立。幸
福的人通常自立、快乐、健康，有帮助他人
的能力，在单位能和同事好好相处，回到家
里能让家人快乐，出了事不抱怨⋯⋯这样的人
生，才可能是简单而幸福的。

（作者系汇爱家感育研究院院长）

为孩子编织一朵幸福的七色花为孩子编织一朵幸福的七色花
马丽俊

泪目中写下这行
题目，心情良久难以
平复。

每当看到面条，
我就会想到父亲，就
仿佛看到父亲在理发
店里狼吞虎咽地吃着
面条，边吃边点头说

“好吃好吃”的情景。
每次提起父亲，

我就充满了愧疚，在
心中泣不成声：“爸，
您还没花过我挣的一
分 钱 ，怎 么 就 走 了
呢？您说等我大学毕
业就退休，怎么能食
言呢？”

父亲是个乡村理
发师，二十几平方米
的店，一套带镜子的
理发专用椅，简单的
理发工具，两个单凳
加三条长的木头连椅
倚墙而放，在当时当
地就是全镇最大、最
专业的理发店，十里
八村的村民都愿意来
找父亲理发。

父亲的理发店是
镇上最忙的店，日出
开门，天黑关门，人
来人往、络绎不绝。
父 亲 来 不 及 回 家 吃
饭，母亲就去送饭。
常常是父亲拿起筷子
刚准备吃饭，就来了
要理发的乡亲，父亲
二 话 不 说 就 放 下 筷
子、拿起剪子，理完
一个，又来一个，午
饭往往不知道拖到几
点才吃得上。有时明
明肚子饿得咕咕叫，父亲嘴上还说“不饿不
饿”。他常说：“大家是趁中午太热，没办法
下地干活才来理发，我在这里吃饭耽误了大
家的时间，那怎么行？”于是父亲经常错过
午饭，疲劳不堪。

父亲的理发店收费是最便宜的，无论是
原来的村集体所有还是后来的个人私有，他
收的一直是镇上的最低价。他常说：“老百
姓挣钱不容易，我少收5分钱，这家人可能
中午就可以加个菜。”可是因为便宜，店里
的顾客就更多，他就更累。母亲关心地劝
他：“年龄逐渐大了，开门晚点儿，关门早
点儿，中午也按时吃饭吧！”可是父亲嘴上
答应着，做起来还是老样子，晚上还定时上
门去给腿脚不灵便的独居老人理发。

父亲的理发店是个热闹的歇脚点。村民
们下地干活回来累了，路人赶集渴了，常会
到这里歇歇脚、聊聊天、喝点儿水，冬天还
会有人在这里摆上棋盘杀上一局，有人兴致
来了还会唱上一段京剧⋯⋯也有的人来歇脚
就顺便理了发。父亲常说“人多热闹，和气
生财”，从不嫌人多人闹，一边理发一边和
大家打着招呼，说笑着给人理发。

父亲的理发店还是乡亲们的杂物存放
点。墙角总有乡亲们赶集时临时寄放而没有
及时取走的物品，铁锨、锄头、镰刀、筐
子，甚至还有放蔫儿了的青菜⋯⋯显得屋里
既不专业又不整洁。常有人劝父亲：“老李
啊，你以后别让他们在这里放东西啦，太乱
了，这些没人要的就处理了吧！”父亲却
说：“不碍事不碍事，与人方便，与己方
便，想放就放吧，啥时候想起来就拿回去
啦。”

父亲就是这样心地善良、无私无我，就
是如此有求必应、乐于助人，为了家人、为
了他人，经年累月透支着身体、透支着精
力，快乐着别人、忽略着自己。母亲帮不上
什么忙，就给父亲做他喜欢吃的面条。好吃
的炝锅面、打卤面，凉面⋯⋯等到父亲吃的
时候，往往都坨成了面疙瘩，母亲仍是变着
花样地做：“兴许哪一次，中午正好店里没
人，你爸爸不就能吃上好吃的面条了吗？”
有时，母亲也想给父亲换换别的午饭，可父
亲总说：“吃面条挺好，能当饭、能喝汤，
还吃得快。”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一天十几个小时
站下来，常感体力不支，腰疼腿疼。我上大
学后，回家时也常劝父亲注意身体，多休
息，他就说：“等你大学毕业，我就不理发
了，回去看着我们的苹果园，养老。”我心
头一紧：爸爸这样辛劳，是在给我挣学费
啊！“等我工作了，挣钱养您啊！”可是没等
我大学毕业，父亲却因病突然离世，让我措
手不及，孝敬不及，报答不及！那一年，我
23岁，父亲才49岁！

23 年相处，父亲的一言一行早已烙进
我的心里。于我，面条已经不是面条，而是
父亲降低己欲、为人着想的符号。朴实的父
亲，从未说过我们的家风家训是什么，可他
善良、无私、利他的品质，却早已在不知不
觉中渗入我的骨髓，流淌在我的血液中。

现在，我是学校兼职心理咨询师、家庭
教育指导师、淄博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
山东省家庭教育志愿者，经常在工作之余去
学校、社区向家长和班主任传播家庭教育的
理念与方法，唤醒家长，支持老师。助人，
已经成为我的自觉。

父亲离世后，我不再吃面条，以此向九
泉之下的父亲致歉；父亲离世后，我行走在
公益路上，以此向九泉之下的父亲致敬。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和平
小区小学）

家教主张

记得有一次，我缠着跟奶奶去生产队的
场里剥玉米皮，奶奶不怕麻烦也不怕耽误时
间，坚持帮我垒起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玉米

“池”放我剥的玉米，还让会计把我剥的玉米
单独测量计算，让我的劳动成果不被淹没，激
发了我无穷的“斗志”。我不再三心二意边干
边玩，拼尽全力争取多剥一些。最后，我的名
字和我挣到的两个工分，公布在全队的工分
榜上，我成了小伙伴中第一个用劳动为家庭
作出贡献的人，让我获得极大的成就感。那
也是我接受的“劳动最光荣”的最直接教育。

奶奶总是懂得恰到好处地接受和拒绝。
我去省城上学后，每次回家都会跑遍商场买她
的小脚穿的鞋子，还给奶奶买各式各样口味和
品相的蛋糕，奶奶总是欣喜接受，不问价、不拒
绝，乐呵呵地连声赞美说“真好吃”“正合适”，
让我心里觉得特别痛快。即使我当了妈妈以

后，还喜欢脸贴着奶奶的脸撒娇，她也从不会
像很多农村老人那样不好意思地躲开，总是笑
眯眯地搂紧我，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奶奶经历过战争，和多病的爷爷养育 3
个儿女，经历了无数生活的磨难，但是她并
没有被生活磨砺粗糙，从来不说脏话，也不
在背后说别人闲话。有时候，邻居嫂子大娘
给她絮絮叨叨倾诉家里的琐事，她应对的法
宝就是颔首点头，微笑着说：“嗯嗯，都不容
易。”于是，大家知道她这里是可以放心倾诉
心事的“终点站”。

奶奶唯一一次走出大山，是我在省城买
了新房带她去看。她一口气上了六楼，打心
底里为我高兴。走在繁华都市的街头，在农
村生活了一辈子的奶奶被我的同事们称赞

“优雅得如同一位城市老太太”，我却不同意
这种说法，真正的优雅来自骨子里的文化浸

润，谁规定要受地域的限制？
因为听力变差的缘故，奶奶后来话越来

越少，常常只是微笑着嗯嗯嗯地点头。我试
图喊着和她交流，她总是抱歉地说：“老了，
耳朵不行了。”问她不想知道大家在说什么
吗？她轻轻地说：“‘门神老了不捉鬼了’，听
不见就少打听，不给你们添麻烦比什么都
好。”

定格在我记忆里的场景，是奶奶挺直腰
板端坐在门口，身边的石桌上放着一把暖壶、
一个茶杯，奶奶微笑着看向院子的门口。她
的衣服永远干干净净，家里每个角落永远被
她收拾得整整齐齐。

真想奶奶啊！活成一个奶奶那样的女
人，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
员会副秘书长）

奶奶懂得恰到好处地接受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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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芸

凡人家话凡人家话

努力做个奶奶那样的女人努力做个奶奶那样的女人
蓝玫

肖弋 绘

在我心里，不识字的奶奶一直都很有文
化。我小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奶奶都会
把我抱在怀里，唱童谣、讲故事给我听。童
谣的韵律伴随着我在奶奶怀里一摇一晃的节
奏，让我感觉无比幸福。还有那些故事，孙
猴子猪八戒，何仙姑铁拐李，上天入地的神
仙鬼怪，数不胜数，奇妙至极。奶奶温暖的
声音至今都时常在我耳边回荡，那些故事，
更是教我学会了分辨善恶美丑、懂得了忠孝
礼义。

不识字的奶奶还是个“大教育家”。我
小时候和所有孩子一样不安分，见什么都稀
罕、都想学，有时候没耐心不坚持，有时候
做不好“瞎捣乱”，奶奶都从不责备。

奶奶叫我起床从来不会急，偶尔我实在
拖得要迟到了，会自己发脾气，她也只是淡
定地看着我，不安慰、不责怪、不抱怨，待
我平静下来才不带任何情绪地说：“早起三
光，迟起三慌，老人的话没错，下次早点儿
就是了。”奶奶的平和教我学会了冷静，也
让我知道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小时候村里家家都养猪，放学后小伙伴
会一起结伴去割猪草。奶奶从来不像别的大
人那样喜欢评价孩子割得多或者少，她最喜
欢问我的是：“今天去了哪里？割的是什么
草？”然后我就会打开话匣子讲上半天。奶
奶耐心地听着，偶尔认真地问一句：“后来

呢？”奶奶总是能用这样简短的几个字，勾
起我讲故事的兴趣和激情。

有时候奶奶会扒拉着我割回来的草，告
诉我哪种草是猪最爱吃的，哪种草猪不是特
别喜欢，饿得没办法才会吃。有时候她还会
拿起里面的马齿菜、荠菜给我讲：“1960 年
没吃的，我们都用这个蒸饼子吃，现在日子
好过了⋯⋯”当很多小伙伴把割草当成苦役
的时候，我却始终满怀热情，因为奶奶让我
觉得这件事好玩、长知识。

偶尔奶奶也会看看我手里逮回来的一串
蚂蚱或者一捧野花，笑眯眯地说：“今天小
猫钓鱼去啦？”我就嘿嘿地笑笑狡辩说：“不
能只管小猪不管小鸡啊，我给小鸡找食儿去
啦。”奶奶就又会嗯嗯地一边点头一边呵呵
地抿嘴笑起来。尽管下次我还是不会专心割
草，但我暗暗记住了做事不能三心二意的道
理。

记得我第一次缝被子，线行七扭八歪
的，奶奶却说：“不错不错，里子面子两面
都缝住了，一针都没掉。”然后一边拿起针
示范一边说：“下次记得让针这样斜着进，
然后出的时候找这条线。”她总是先肯定再
引导，从来没有因为嫌弃我缝得歪扭而拆掉
我的劳动成果。我包的第一个难辨形状的粽
子、第一个露馅的饺子，也都一样得到过奶
奶的赞美。奶奶不仅让我不怕失败，还让我

体会到了被尊重的尊严感，让我很多时候甚
至越挫越勇。

奶奶还是懂得因材施教的典范。我的大
堂姐早早辍学在家，奶奶教她做饭就格外严
格、格外耐心，会细致地告诉她怎样根据吃
饭的人数计量需要蒸多少馒头、需要多少瓢
面，要用多少瓢什么温度的水和面，根据什
么判断放的碱是否适量。奶奶还会告诉她同
时做几件事的时候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最能节
约时间，让我简直怀疑奶奶学过统筹法。遇
到大堂姐失败了想放弃的时候，奶奶总是先
夸她哪里做得好，鼓励她再试一次，要在哪
些关键点上注意什么，她说大堂姐做好这些
就不会被人瞧不起。

我大堂哥自小就喜欢画画，我家的房顶
上 、 院 子 里 甚 至 墙 壁 上 ， 都 有 他 的 “ 大
作”。奶奶从没怪过大堂哥乱画搞脏了家，
更没有觉得一个农村娃娃学画画是不务正
业，甚至在晒粮食时不得不破坏掉房顶上大
堂哥的画时，一定会认真地询问：“你这个
还有用没有啊？我可给你扫走了啊，等晒干
粮食了你再画。”我大堂哥总是自信地回
答：“扫吧，我下次画个更好的。”这必是奶
奶最想听到的答案。直到现在，大堂姐做饭
是我们这些孙辈中花样最多、最好吃的，而
大堂哥高考落榜后因为画画的特长被招进县
文化站，吃上了让人羡慕的“皇粮”。

不识字的奶奶却是因材施教施教的典范

奶奶去世很多年了，记忆仍清晰如昨。我思
念奶奶的方式，就是经常提醒自己，努力做个奶
奶那样的女人。

我是3岁开始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奶奶
是一位极其平凡和普通的农村妇女、家庭主妇，
没有任何不甘现状的奋斗史，也没给我讲过努力
学习之类的励志故事，但奶奶在我心里，却是这
个世界上最有文化、最优雅的女人，她对我的影
响是无比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