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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杭州市钱塘区下沙中

学的学生来说，正在进行的

卡塔尔世界杯将是难忘的

——几场比赛的直播正逢晚

自修时间，学校没有布置作

业，组织他们集体看球。

因为世界杯赛程的关

系，学生没法收看绝大部分

比赛，学校豁免作业、创造条

件，组织孩子们在合适的时

段观看，并开展相关活动。

这样的做法，让学生暂时远

离题海，充实课余生活，也有

助于其从精神上走出教室、

走向世界。

报道一出，很多人纷纷

点赞学校做法。但也有人提

出质疑，认为不留作业让学

生看世界杯，会让学习成绩

不进则退。事实上，短期内

不布置书面作业，并不会过

多影响学习成绩。相反，坚

持正确的教育理念，引导孩

子从喜闻乐见的世界杯比赛

中培养业余爱好、汲取体育

精神，影响却可能是终生的。

正如下沙中学校长童永

圣所言，他希望学生从运动

员拼尽全力，到最后一刻仍

在努力寻找机会的过程中，

看到永不言弃的精神。在世

界杯中，确有许多值得学生

学习吸收的，既包含竞技技

巧、竞争意识，也囊括集体观

念、挫折教育。在这个意义

上来讲，不留作业让学生看

世界杯，不失为一种良好的

教学安排。

教育本身有一个重要作

用，就是点燃不同禀赋的学

生，让他们各得其所。一所

学校只给学生创造“升学”的

可能，这个学生将失去更多

的可能。但倘若他们身上潜

在的热爱和热情，能被发现

的眼光去点燃，进而成为一

种爱好和追求，未来发展的

大门将越敞越大。

然而，尊重学生的业余

爱好，让应试学习短暂让位

于兴趣培养，知易而行难。

让社会公众特别是家长群体

意识到，分数是暂时的，学生

走入社会，除了考试、考分以

外，还需要毕生追求的理想、

终其一生的爱好等等，这不

仅仅是学校的事，也是全社

会的事。

换言之，不留作业让学

生看世界杯的做法，目前仍

停留于个别学校，实质是教

育考核体系、教育理念等多

种现实和思维所形成的结

果。把兴趣爱好还给学生，

提供更丰富、更高效、更吸引

人的教育供给，亟待有关部

门、社会各界做得更多。

当务之急，就是让“灵活

开展多元活动，培养学生学

习兴趣”尽快走出各种文件

和口号，类似不留作业看世

界杯等融趣味性、集体性于

一体的教育安排，多多益善。

相信若干年后，下沙中

学的学生仍会记得2022年那

个冬天，他们共同围坐在教

室里，一起有哭有笑地收看

卡塔尔世界杯。这些足球之

夜，将化作美好记忆，伴随他

们一生。

“程夫人出身名门，提供给孩

子非常好的环境熏陶，对于普通家

庭，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去营造、建

设优良家风？”听完嘉宾的分享，现

场家长也提出了他们的问题。

“程夫人勉夫教子，在苏洵宦

学四方时，对两个儿子亲授以书。

但不论是‘不发宿藏’还是‘不残鸟

雀’，这些教导与读书并无直接关

系。”蒋蓝答道，“父母的一言一行，

对家风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父母管理好自身的行为规范，做好

孩子的榜样，无形之中就能培养出

生活的优雅。

与孩子共建优良家风，需要从

自身出发，更要从当下出发。“家风

是为人父母的必修课，从现在做

起，让孩子也一起参与到家风的探

索、构建之中，这个过程本身就是

极富价值与意义的。”金艳表示，父

母对孩子有很多期许，希望孩子诚

实勤奋，有责任、有担当，富有家国

情怀……这些期许都应融入到家

风的建设中去，并且要“碾碎了”与

孩子讲一讲“为什么爸爸妈妈希望

你成为这样的人”。

“求同”是家庭建设中的重要

部分，如何“求同”？金艳建议家庭

采取“家庭会议”的方式。

“‘家庭会议’是我的学生家长

分享的方法。”金艳介绍，这个家庭

养育着三个孩子，分别就读高中、

小学和幼儿园，‘家庭会议’每月召

开一次，三个孩子、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全员参加。在会议中，每个人

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希望其

他成员改进的地方，大家经过共同

讨论，得出解决方案。

一次，家里最小的孩子提出了

他的意见——不想和哥哥一起上

学。因为小学上课时间早于幼儿

园，同时送两个孩子上学，会让读

幼儿园的孩子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的等待，孩子觉得很孤单。在了解

了孩子的想法后，家长采纳了这个

建议，在送完哥哥后，晚一点再送

他去上幼儿园。

“如果家长都能够如此平和地

去聆听每一个孩子的诉求，尝试去

了解藏在诉求背后孩子的情感需

求、心理需求，以平等的方式去对

待孩子，孩子一定会在这样的交

流方式当中感受到尊重与接纳。”

金艳进一步指出，家长今天怎么

对孩子，孩子未来就会怎样对待

下一代，这个过程也是家风传承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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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晓冰

“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

古，峨眉共比高。”生长于蜀地眉山的苏洵

及其子苏轼、苏辙，在北宋时期皆是名动一

时的文学家和政治家，父子三人一同名列

“唐宋八大家”之中。苏氏“读书正业、孝慈

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优良家风也

不断被后人传颂。而在“妇人无名”的古

代，苏母也因其勉夫教子、成就“三苏”被尊

称为“程夫人”。

“家有贤妻，如国有良相”。女性既是

上一代的女儿，也是下一代的母亲，对一个

家族的家风传承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蒋

蓝、邵永义合著的新书《苏母传》以传记文

学的方式书写了程夫人的成长经历、品德

特征，并突出其在帮助丈夫、教育子女方面

的卓越表现，揭示出了程夫人对苏氏家风

的重要影响。

讲座现场，《苏母传》的作者蒋蓝将程夫

人相夫教子的故事娓娓道来，穿越古今，把

一个知书达理的良母典范带到了听众面前。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苏轼在《赤壁赋》中非义不

取的思想情操，与程夫人“不发宿藏”的教

育观念息息相关。

当年，苏家刚搬进眉州纱縠巷新居，偶

然间发现府内地下有一个瓮，众人很是兴

奋，猜测瓮里或是有前人窖藏的金银珠宝，

想打开来看。程夫人却下令阻止，告诉众

人“非己之物，勿动其心”，后命人将坑重新

填平，谁也不准挖取。苏轼便是在母亲这

样的言传身教中，立下了“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的做人准则，苏家不贪财、不妄取、自

尊自爱的家风和操守也由此代代相传。

“程夫人从不对自己的孩子娇生惯养，

为了锻炼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还专门发

明了‘三白饭’。”蒋蓝介绍，“‘三白饭’就是

一撮白盐、一碟白萝卜和一碗白米饭。”不

吃苦中苦，难知甘中甜，正是年少时母亲要

求的“日享三白”，让苏轼屡经贬谪，却仍能

坦然以待、苦中作乐。

“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

累；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

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寿不充德,福宜

施于后嗣。”这是《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中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对程夫人的评价。“程夫

人为一代良母典范，她的所教、所行、所为，

在今天也从未过时。”蒋蓝说。

“将程夫人的教子之道运用到

现代家风建设中，我认为重要有

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

属中学校长何光友说，“传承为其

三，在这之前应先修身，再齐家。”

何光友引用《大学》中“自天子以至

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进一

步说明“修身”对于父母的重要

性。无论是贵为天子，还是普通百

姓，都应将修养自己的品德作为人

生的根本。衍生至现实生活，“当

你的孩子想和你在一起、想成长为

你的样子，就不用再去教他什么

了。”何光友指出，“为父、为母只有

先把自己活好，才能托举孩子的成

人成才。”

说到齐家，家庭和睦、夫妻友

善是基础。在苏洵与程夫人的家

庭中，苏洵早年“游荡不学”声名在

外，程夫人却从未指责过丈夫的不

是，耐心等待苏洵“浪子回头”，并

在他决心发愤读书时，程夫人又将

一家生计一肩挑起，展示出了非同

寻常的魄力。“齐家，更重要的是家

庭有一致的意见。家庭教育就像

一条船，父母各执一桨。如果双方

总是各执一词，不能同心共力，孩

子的精神成长便是撕裂的。”何光

友说。

“在家风建设中，母亲可能比

父亲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蒋蓝

表示，母亲对一个孩子性格的形

成、情感的支持、价值的引导都有

着不可替代意义。“在这个急剧变

化的时代，母亲需要有更高的素

养、修为，更大的格局、情怀。”蒋蓝

用自己的亲历亲闻举了一个反例。

在“辞宗”司马相如的故居，蒋

蓝看到了这样一对母子，母亲很年

轻，孩子还年幼，母亲牵着孩子走

到司马相如像前说：“儿子，你要向

司马相如叔叔学习，长大以后娶富

婆、娶美女……”

蒋蓝听后，心中五味杂陈，

“这样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真的合

适吗？”他表示，“时代在进步，

时代中的人也必须要进步，为人

母亲如果不开阔自身的眼界、提

高自身修为，孩子的成长也会由

此受限。”

“一个家庭要形成好的家风，

需要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围绕着

共同的目标，为家庭共同希望建立

的精神注入营养。”四川大学附属

实验小学南区学校校长金艳表示，

母亲往往是家庭中最尽职尽责的，

但在家风建设中不能只强调母亲

的责任。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运

行，需要所有家庭成员同付出、共

努力。

““一门父子三词客一门父子三词客””
苏氏优良家风从何来？

““爱子爱子，，教之以义方教之以义方””
程夫人教子之道的现实意义

父母的一言一行父母的一言一行
对家风起决定性作用

好家风是好家风是好家风是传家宝传家宝传家宝,,,更是必修课更是必修课更是必修课

“母亲是人类繁衍的源泉，母仪家风
是每个人成长的精神摇篮。”四川省作家
协会副主席、现代诗人、作家蒋蓝说。家
风，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精神风貌、道
德品质，对于家庭的建设、民族的发展都
起着重要的作用。

家风的“家”，也是家庭的“家”。一
个家庭如何形成好的家风？2022天府书
展分会场活动中，蒋蓝以“文学作品中的
家风传承”为题，讲述了苏轼、苏辙的母
亲、苏洵的妻子程夫人对苏氏家风形成

的重要影响，并就现场家长的提
问与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南区
学校校长金艳、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成都附属中学校长何光友进
行了对话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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