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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儿子生日时， 亲戚送儿子一
套积木， 他很好奇， 问我： “爸
爸， 这要怎么玩？” 我拿出积木
后面附的示意图 ， 正准备告诉
他， 按照上面的示例就可以拼出
好看的图案时， 亲戚阻止了我，
小声说： “孩子面前要装傻， 别
太聪明了。 你聪明了， 他就不肯
动脑筋了。”

“还有这种说法！” 我听了
他的话一时怔住了， 也是， 我从
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 就 想
给 孩 子 更 多 的 呵 护 ， 也 总 是
自以为是地替儿子考虑了很多，
我没想到这其实是在剥夺他动脑
筋的机会。

我们作为家长， 作为老师对
孩子总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我们常常会忍不住把自己的经验
告诉他们， 免得他们走弯路， 免
得他们说错话 ， 免得他们做错
事， 殊不知， 这其实是对孩子能
力的一种剥夺， 更是对他们的一
种伤害。 就如我的儿子， 如果我
不告诉他积木要怎么玩， 说不定
他自己摸索， 还能拼出更多的图
案， 不至于局限于说明书上附的
那几种。 如果我 “聪明” 了， 儿
子的思路也就仅仅限于这几种，
没有更好的机会锻炼他的思维。

现代著名教育专家梁祖菲曾
向广大朋友分享了教育孩子的经
验。 孩子读小学的时候， 她是不
辅导孩子的， 都让他自己想办法
解决， 上网、 看书、 问同学， 目
的就是培养孩子的自主性。 当然
为了更好地做好榜样示范， 孩子
在家作业时， 他们一家也绝不看
电视， 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写文
章 、 看书等 。 等孩子作业做完
了 ， 才一起看看新闻 、 社会动
态、 时事评说等。 与孩子一起外

出， 经常表示自己找不到地方，
坐地铁有点迷茫， 小小男子汉自
然挺身而出， 带着妈妈逛街、 坐
地铁。 这是孩子亲身经历后才会
有的责任和勇气， 父母庇护下的
孩子绝不会有这个感受。

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后， 我在
教育孩子时也有意的 “装傻 ”。
比如早上外面起雾了， 儿子出门
时问我： “爸爸， 今天为什么看
不清东西了呢？” 我就 “装傻”：
“是啊， 怎么看不清了呢？ 你想
想这是为什么呢？” 儿子歪着头
想了想， 说： “哦， 我知道了，
今天看不清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
蒙上了一层 ， 如果这一层不见
了， 就能像昨天一样看得清清楚
楚了 。” 我开心地说 ： “对啦 ，
这蒙上的一层就叫作雾。” 学着
“装傻” 以后， 儿子自己动脑筋
的机会多了 ， 因为他在意我的
“傻”， 会为了告诉我知识， 快乐
地学着总结， 小小年纪都会用很
深沉的表情告诉我他的意外发
现。 学着 “装傻” 以后， 儿子自
己动手的机会也多了， 因为我从
来不告诉他新玩具的玩法， 他就
只能自己动手， 甚至发明了更多
的新鲜玩法。 每次看他兴奋地为
新玩法乐得手舞足蹈的时候， 我
就很庆幸自己的 “装傻”。

有意的做个 “傻家长” “傻
老师”， 引导孩子自己探究、 自
己发现、 自己归纳， 时间久了，
这种温柔的坚持就会凸显大智
慧。 孩子自主力得到了一种由内
而外的发展， 是生命智慧的真正
成长。

看来我们真的有必要在孩子
面前 “装傻”。 因为 “装傻” 是
一种教育哲学， “装傻” 更是一
种教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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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秘密
这个世界，有一种精神不死

———三访燕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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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
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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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楼梯往上走， 才发现
这栋楼实际上是三层： 一层是
大会议室、 3D影片观赏室； 二
层是研究院教师的办公室， 以
及一个小型会议室； 三层是图
书室和展览厅， 四周书柜里摆
放着一些图书， 中间是空荡荡
的。 在这栋有历史、 有文化的
美式建筑里办公， 应该别有一
番风味吧。

在这里工作多年的年 轻
女子， 是河北高碑店人， 因为
小家也在高碑店 ， 每 个 周 末
乘 坐 高 铁 往 返 北 京 和 高 碑
店之间 ， 享受高铁 “同城效
应” 的便利。 听说我们对燕南
园的历史感兴趣， 她热情地找
来几本 《北大燕南园的大师
们》， 我们同行的人人手一册，
让人感动。

51号院隔壁， 是有着两层
小楼的66号院， 曾是冰心和吴
文藻夫妇的新居， 从1929年起
一直住到1938年， 当时在北京
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和妻子海伦是这里的常
客。 “文革” 后期， 朱光潜先
生也曾经搬进这栋楼居住……

两座石狮， 仅容一人过的
青砖院门……走进燕南园 57
号， 迎面豁然开朗， 几株四季
苍翠的油松格外引人注目。

“这里就是冯友兰先生居
住过的 ‘三松堂’。” 虽然饱经
磨难， 冯友兰在生命的最后10
年， 在 “耳目丧其聪明， 为书
几不成字” 也就是半盲的状态
下， 通过口述、 助手记录的方
式写作， 到1990年7月完成共7
册总共150万字的 《中国哲学史
新编》 一书， 4个月后即11月26
日， 95岁的他从容离世。

离世前的日子里——— 1989
年 ， 冯友兰身体状况日渐下
降， 经常住院， 他对女儿宗璞
说： “我现在是有事情没有做
完， 所以还要治病。 等书写完
了， 再生病就不必治了。”

家学传承， 在这燕南园体
现得尤为充分。 冯友兰的女儿
宗璞， 是一位才华横溢、 闻名
遐迩的作家： 2005年， 她所写
的 《东藏记》 获得第六届茅盾
文学奖。

家学渊源 同行“小鸟”

与57号院相邻的， 是58号
院， 同样有一对精巧的石狮子
把门。

这里居住过一家两代人 ，
都赫赫有名： 国学大师汤用彤
和他的儿子汤一介。

汤用彤自幼学习英文， 后

来学习梵文、 巴利文， 还通晓
法文、 日文， 在北大执教30多
年， 讲过中国佛教史、 魏晋玄
学 、 印度哲学史 、 西方哲学
史、 欧洲大陆理性主义、 英国
经验主义、 逻辑学等课程。

季羡林、 任继愈在 《国故
新知 ： 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
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
纪念论文集 》 和 《汤用彤全
集》 两书序言中， 都阐述了这
样一个观点： 自清末以来， 中
国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 陆续
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 汤用彤
就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
位能会通中西、 接通华梵、 熔
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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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 我好像就没怕过
什么， 而唯独父亲的眼神， 总令
我不寒而栗，更不敢得意“忘形”。

小时候， 我很淘气， 总和小
朋友发生 “战争”。 每次我受了
委屈向父亲诉苦时， 他就会用那
穿透人心灵的目光看着我， 然后
风平浪静地说： “眼见为实耳听
为虚 ， 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
把我气得泪都没了。 刚学骑自行
车那会儿， 因个子低， 家里老永
久牌的自行车又很高 ， 我总摔
倒。 每次我骑行时， 母亲会寸步
不离地在车后扶着 ， 但换做父
亲， 则在扶我上车后就撒手不管
了， 于一旁若无其事地看着我摔
倒、 起来、 摔倒、 再起来， 直到
我在N次摔倒后学会了骑车。 初
中二年级的期末考试中， 我的英
语成绩和总分均排名全班第一，
当我骄傲得手舞足蹈地向亲朋好
友炫耀时， 父亲则瞥了我一眼，
毫不留情地说： “你们班还不到
60人， 咱邻居玲玲去年在全县好
几千名学生参加的竞赛中， 荣获
了第三名 ， 你见她声张了吗 ？”
这下， 我无语了。

但由于年少无知， 父亲如此
的 “冷酷”， 却让我很受伤。 记
得那年中考前夕， 他在跑运输途

中遭遇一场暴雨， 车子滑进了河
沟里， 导致身上多处受伤， 得知
此消息的我立刻请了假， 从学校
匆匆赶往医院。 当我看到病床上
的他头上包扎的纱布已血迹斑
斑， 手臂上打着厚厚的石膏时，
便哭了起来。 见此， 父亲利剑一
样的眼神直射向我 ， 斥责道 ：
“这有啥可哭的 ！ 马上回学校 ，
准备考试去。” 一气之下， 我回
了学校， 除了学习， 不再问他的
病情， 直到考试结束， 在母亲的
劝说下， 我才 “原谅” 了他。

就这样， 在父亲严厉的目光
注视下和不近人情的管教下， 我
日渐长大并成家立业了。 但生儿
育女后， 我才深深理解父亲威严
背后所蕴藏着的沉甸甸的爱！

年前， 父亲病了， 手术后的
第二天， 就执意下床活动。 我寻
思着他两天多滴水未进， 血压还
偏高， 担心他支撑不了， 便犹豫
了。 见状， 父亲急了， 瞪着我吼
道 ： “磨蹭啥 ， 快扶我起来 。”

我知道再说什么都是徒劳的， 于
是忙把他腹部的引流袋固定好，
弯下腰慢慢扶他起来， 之后， 他
的左手攀着我的肩， 右手扶着病
房走廊上的扶手， 就这样一点点
艰难前行。 没走多久， 汗水就顺
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 我料想是
伤口疼痛所致， 刚要张口劝他停
下歇歇再走， 他却不容置疑地对
我说： “别说话， 只管向前走。”
他那杀伤力十足的眼神瞬间凝固
了我的柔软。

于是， 父亲比医生预料的早
四天出院， 回到了我那一刻也离
不开人照顾的母亲身边。 为此，
弟弟才有了更多时间打理他的养
殖场， 我也得以提前回到了工作
岗位。

如今， 每当我遇到困难与挫
折时， 就会想起父亲的眼神， 它
如灯塔， 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伴
我走过了人生中的无数风雨， 让
我学会了思考， 学会了坚强， 并
拥有了百折不挠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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