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讯 （记者 任宏伟）

16个国家和

地区、20支国际音乐院团和6支本地乐团，本

月23日-29日将在成都举行的2014成都国际

友城青年音乐周，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扩规模。

此次邀请的国际友城横跨五大洲，近300人的

演出阵容，创历届音乐周之最。昨日主办方向

记者透露，受邀参加本届音乐周的音乐院团，

将于明日悉数抵蓉。而在昨日上午，音乐周的

分支活动“2014第四届中日韩青少年书画交

流展” 已经在成都锦江区梵木艺术馆隆重开

幕。 本届青少年书画展共展出中日韩三国青

少年书画作品206幅，其中成都双流县九江小

学刘诗雨的书法作品荣获特等奖。

2013年， 东郊记忆吸引了成都国际友城

青年音乐周永久落户， 第一年有超过35万人

次在音乐周3天活动中来访。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10月开幕， 五年一届

的全国美展是中国美术界的“奥斯卡”，是各

省市美术创作成果和美术综合实力的重要展

示。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省美协正式公布

了四川省选送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作品名单，

有115幅进入终评名单。在该名单中，成都美术

军团送选的作品位于全省首位， 展现了成都

画派的实力。此次成都画院有李辉、陈志才、赵

建华、刘浪涛、李兵、龚仁军、李江、姚思敏、向

洋、黄润生、汤志刚、谷晓燕、辜毅、康洁、陈野

平、钱磊、杨循、叶瑞琨、龚利平、周茂东等21位

画家共23幅作品送选。四川当代油画院有罗会

平、尹莉莉、瓦其比火等14位艺术家的16幅作

品被送选。据了解，成都画院顾问李焕民、钱来

忠、阿鸽、高小华、邓乐、马光剑、梁时民的作品

也被直选进入终评。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小野在很小的时候从她奶奶这里学会了

一套评判标准，那就是害虫和益虫。有天我正

吃饭， 她突然从旁边飞身而出， 口中大喊一

句，害虫，打死。然后一只飞蛾就被她拍死了。

我大吃一惊，说：我去，小野，这是不对的。这

句话的结果就是小野又学会了一句“我去”。

她说：我去，是奶奶说的。

这是我一直想和她探讨的一个观点，但

我想了很久也没找到合适的措辞。 我突然思

路开朗，构建出了关于此事完整的哲学体系：

什么叫坏的，什么叫好的？伤害你的小动物就

是坏的，不伤害你的小动物就是好的。这个飞

飞的小动物伤害你了么？你把它打死了，它的

家人找不到它了，会很难过知道么？也许是我

语气太严肃，小野突然一句不说，两眼通红，

凝滞几秒，瞬间大哭了出来。我没有即刻安慰

她，继续追问：你说，你做错了么？抽泣之中，

她还是断断续续说，我错了。我上前抚了抚她

的脑袋，语气缓和道：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呢？

小野哭着走到那只飞蛾那里，蹲下身子说：对

不起，你很痛苦。

我把飞蛾捡起，带上小铲子，牵上小野到

了一片土地。我挖了一个小坑，让小野把飞蛾

扔了进去，顺便也告诉她，这是飞蛾，不是苍

蝇。我教小野把土盖上以后说，这只飞蛾以前

是个动物，现在它死了，我们把它埋了起来，

它就会变成一朵花，变成另外一种生命，就不

会再痛苦了。

小野开心地笑了。夕阳洒下，我抱起她，

走向远方。我想，所谓教育，也许就是这样，爱

与耐心，加上孩子能明白的方式。这世界不是

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但这世界上的很多东

西不能只用好或者坏来形容。初秋，已经开始

吹起凉风，但此情此景能温暖一切。

如果所有的美德可以自选，孩子，你就先

把宽容挑出来吧。也许平和与安静很昂贵，不

过拥有宽容， 你就可以奢侈地消费它们。于

是，每个清晨，你都会在希望中醒来。一旦你

拥有宽容的美德，就将一生收获笑容。

人生不是竞技，不必把撞线当成最大的光

荣。当了第一的人也许很脆弱的，众人之上的

滋味尝尽，如再有下落，感受的可能就是悲凉，

于是，就将永远向前。可生命的每个阶段，第一

的诱惑总是在眼前，于是生命就变成劳役。

在我们的身边，什么都会背叛，可音乐不

会。哪怕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背过身去，音乐依

然会和我窃窃私语。我曾问过一位哲人，为什

么今天的人们还是需要一两百年前的音乐抚

慰？哲人答，人性进化得很慢很慢。于是我知

道，无论你向前走多远，那些久远的音符还是

会和你的心灵很近。生命之路并不顺畅，坎坷

和不快都会出现在你的眼前，但爱上音乐，我

便放心。因为一两百年前，那些独对心灵的音

乐编织者，早已为你谱下安慰的乐章。

其实还有，比如说，来点幽默、健康，有很

多真正的朋友……但我想， 生命之路自己走

过，再多的祝愿都是耳后的叮咛，该有的终将

会有，该失去的也终会失去。然而孩子，在父

母的目光里， 你的每一步都将是我们生命里

最好的回忆。

很久很久以后， 也许你会为你未来的孩

子写下祝愿的话语，只是不知，是否和我今日

写下的相似？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心路历程，

所以它和朝代的更迭无关。孩子，当将来你拆

开这封今日寄出的邮件时，我还是希望，你能

喜悦并接受。

你已经开始知道， 世界不都是美的。有

偷小孩的坏人，有治不好的疾病，还有雾霾

里灰蒙蒙的天空。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让

你生活在我围起的伊甸园里。 你喜欢航天、

喜欢星星，你就知道，看起来很美的东西，走

进去有多残酷。 月亮的晚上那么冷那么冷。

玉兔月球车看着太阳沉下去， 该有多么孤

单。世界本来就是这样，我们能改变的是那

么少。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改变———我们

心里的世界。我们始终要有一颗明亮的心来

装这个世界。可是心怎么亮起来呢？让我们

一起来点亮心里的灯。

第一盏灯叫善良。善良就是把姥姥邻居家

枯萎的植物从垃圾桶里搬回家，救治它、养护

它，等它开了花，再把它送回邻居家。当你看见

邻居阿姨脸上的惊喜，你是不是觉得很明亮？

第二盏灯叫原谅。那天，你告诉我，一个

大个儿同学今天又打你的头了。隔了还不到

十秒，你又说：“不过，他今天中午还帮我把

东西搬回宿舍来着，所以，我还是要和他做

朋友。他可能只是个儿太大了，不好控制自

己动作的幅度！”然后，你又高兴地干别的去

了。晨华，这就叫做原谅！我们在这个不完美

的世界里常常会受伤，但是医好自己的第一

步就是原谅。恨意和生气常常比那些伤害我

们的事情更长久地折磨我们。

第三盏灯叫相信。你一直喜欢咱家的狗

狗麦克。狗狗的忠实来自于相信，它总是相

信你会对他好。相信自己才能忍受痛苦而坚

持，相信别人才能找到更多的爱。所以，千万

不要轻易去伤害别人的相信。

有一天，你打算去闯荡，我会担心，但是

我一定会笑笑让你走。因为我知道，你心里

的灯会让你温暖，为你照亮更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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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看待孩子上兴趣班？

于丹：希望你保持对艺术的热爱

黄磊：你最需要会的一定不是弹钢琴

不论是学前教育，还是入学读书，身边总

会有很多家长焦虑： 要不要跟大家一样给自

己孩子也报一个兴趣学习班？音乐、美术、舞

蹈， 到底是都报一个还是选择性报一个？在

《成长，请带上这封信》书里呈现的名人家书

中，成都商报记者初步统计发现：名人写给孩

子的信，音乐成了他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话题。

“在我们的身边，什么都会背叛，可音乐

不会。哪怕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背过身去，音乐

依然会和我窃窃私语。”白岩松给儿子的家书

中这样说。

于丹对自己不会弹钢琴感到很惭愧，但

她说不要求女儿钢琴一定要考过多少级，只

希望她能够保持对艺术的热爱， 能在艺术里

找到一种释放。

黄磊的女儿多多也在学钢琴，但多多不喜

欢练钢琴，黄磊则是不支持也不反对。黄磊信

中说：“你们最需要会的一定不是弹钢琴这件

事，即使你可以弹得和钢琴演奏家一样精彩。”

2、如何看待孩子学习成绩？

白岩松：站在第一不一定是胜者

于丹：只要求你达到及格线

在孩子入学成长阶段， 有一个核心问题

无法回避：孩子的期末考试成绩。很多家长对

孩子的学习成绩寄托的希望很高， 孩子的压

力也很大。但是，作为父母，你真的可以不在

乎吗？名人家书中，他们对孩子的真情告白，

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答案。

白岩松说， 站在第一位置的人不一定是

胜者，每一次第一总是一时的风光，却赌不来

一世的顺畅。“人生不是竞技， 不必把撞线当

成最大的光荣。” 白岩松在写给儿子的信中，

明确要求儿子不争第一。

“如果你对于这个世界的常识，包括你自

己生活的各方面指标都能够达到60分以上，

我不会太关注你有几个90分。 如果你都在60

分以上，那你已经是一个好公民了，你已经能

够对自己负责。90分是人生命里的锦上添花，

但60分是人生命里的雪中送炭。 我只希望你

方方面面都在常识以上。”于丹称，她只要求

女儿达到及格线。

3、如何应对孩子早恋？

黄磊：别着急，爱情的甜美要细细尝

乐嘉：积极健康的恋爱让人进步

在孩子进入青春期阶段，最让家长们担心

的问题，无疑是孩子早恋，尤其是女儿的早恋。

对此，黄磊选择了积极引导，在写给女儿

的信中， 提到了很多父母对儿女都难以启齿

的话题：爱情。该如何和女儿们探讨爱情呢？

作为父亲， 黄磊想到这个问题心里就有几分

发紧。“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遇到最美好的爱

情、最爱你们的爱侣、最懂得你们的男人，这

愿望对我，一个父亲，简直就是一次挑战。”他

希望：“我想，等到你们初恋时，我也会想办法

传递心里话给你们。或者，不如就现在：你们

恋爱了，我很开心，耽误了学习也没关系，只

是一切都别着急，爱情的甜美要细细尝。”

乐嘉给15岁女儿的信中提到了如何对待

早恋，“我开始有明确的心灵悸动是在十三岁

那年，第一次真正的恋爱是在十六岁。积极健

康的恋爱绝对可以让人进步，交往无妨，但不

要影响目前的成绩。 不过怕就怕你不知道怎

么恋。”但他叮嘱女儿，早尝禁果，影响身体。

4、如何规划孩子的未来？

安妮宝贝：独立，和我保持距离

陈志武：请最大程度追求自身幸福

孩子逐渐长大， 家长们都会经历又一个

重要问题：孩子就业。在成都商报记者看到的

系列名人家书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

名人们似乎都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而把孩

子今后的成功看得比较淡然。

“我从来都尊重你的选择。在你二十几年

的经历中，几次重要的选择，都是你自己做的

决定。” 杨红樱几乎从不给女儿任何规划，在

她看来，一个人最关键的是：身体好、性格好。

“现在，社会上关于成功的教育太多了，

但我始终认为，成长比成功更重要。”于丹更

注重让女儿能成为一个身心健康、 有独立的

生存能力和快乐能力的好人。

此外，黄磊的心愿是：让女儿成为最平凡

的人。 安妮宝贝则希望与女儿彼此保持距离

和独立。 经济学家陈志武通过驳斥 “养子防

老”的不道德，从而告诫子女要最大程度地追

求自身幸福。在他们眼里，成功没那么重要，

成为对的人比较重要。

名人家书，分享子女教育“参考答案”

集纳白岩松、于丹、韩寒、黄磊等30位名人家书的《成长，请带上这封信》即将出版，展现不同的教育观

最近，黄磊写给女儿多多的一封信

曝光后引起强烈关注，“望你遇到懂得

你的男人。”在这封信中，黄磊向女儿

大胆讲述自己的初恋心情以及对女儿

爱情的叮嘱。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黄磊这封信出

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推出的新书

《成长，请带上这封信》。该书共收录了

白岩松、于丹、韩寒、杨红樱、张泉灵、钱

文忠、王海鸰、冯唐、曹文轩、安妮宝贝

等30位名人写给孩子的信。 成都商报

记者对这30封家书进行了数据分析，

发现其中折射出不同的教育观。

张泉灵，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2006

年儿子晨华出生

原本要写的是《写给未来的你》，结果拖

拖拉拉一直没有动笔。今天再写，已经又添了

个小女儿，于是“你”成了“你们”。 多多和

妹妹，这篇短文是写给你们的，在你们分别八

岁和两个多月的年纪。 之所以要写点什么给

你们， 是想借时间之河给未来的你们带去一

些父母今天的爱与感悟，并且再不写，怕自己

就快要老了会忘掉。

也许， 幸福就是选择一种你们喜欢的方

式活下去。如果你们长大了，还有人举着话筒

问你幸福吗，你们可以不回答，或者这样去回

答。不过希望那时，不再有这样的问题和提这

样问题的人。

要学会诚实， 如果一定要让我为你们选

择学会些什么的话，诚实算是一个吧。我说的

诚实可能不仅仅是要你们讲实话、不撒谎。诚

实于你们自己，忠诚于内心的简单与轻松，不

去计较周遭和自己曾有过的怀疑与不满，诚

实地接受并且消化自己的人生。 这种诚实不

仅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勇敢的品格。

爸爸的初恋是在十八岁， 但对象不是你

们的妈妈。我真正的、最珍贵的爱情，对象就

是深爱着你们、你们也深爱的妈妈，爱情的结

晶就是你们。我与她的爱情到今年（2014年）

已经是第十九个年头，希望会有九十年。在这

十九年的爱情和十年的婚姻生活中， 我们有

过怀疑、苦痛、挣扎，甚至是放弃，但回头看那

些都只是插曲，爱对方就注定要消化这些。时

至今日， 两个女儿和一个爱妻是我最大的成

就。爱，不用专门学习或磨砺，只要你们相信

爱，并且愿意付出和坚守。其余，就要你们自

己体味了。

黄磊，演员、导演

2006

年大女儿黄忆慈出生，小名多多

韩寒，作家、赛车手

2010

年女儿小野出生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1997

年儿子白清扬出生

成都美术军团重量级作品选送全国美展 中日韩青少年书画交流展开幕

有很多名人以给孩子

写家书的形式寄托爱意，

进行沟通，关于家书，专家

们也有很多自己的观点。

有心理教育专家认为，一

封家书首先意味着被尊

重， 这种交流方式比面谈

正式， 因而让人感觉更为

真诚和意味深长。 而文学

评论家李星和周运清强

调，无论是面谈还是家书，

其实生活本身带给孩子的

教育意义更为深远， 父母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定要

言行一致， 给孩子做好榜

样，周运清说：“家书并不

能代替面谈， 家长还是应

该经常和孩子当面沟通，

有一定的沟通基础， 家书

的效果才会更好。”

据《华商晨报》

家书虽美

重在言行一致

该书编辑徐子茼说，之前看到过一

些名人写给孩子的信，觉得他们的教育

理念适用于当今家长，对孩子的成长很

有帮助。从去年10月左右向《推拿》作

者毕飞宇约第一篇名人家书起，这本分

享中国名人教育心得的新书，历时10个

月终于出炉。

作为名人，他们养儿育女，会有什

么不一样的观念？ 会怀揣什么不一样

的梦想？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成都

商报今日独家选登部分名人家书（有

删减），与你分享。

刘烨教育诺一

搞笑幽默与众不同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邱峻峰

《爸爸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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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认识了黄磊女儿多多 因为有个可爱女儿，韩寒被网友戏称为“岳父” 白岩松父子俩长相酷似 张泉灵常在微博上分享儿子的趣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