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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之女：
我们家家风挺严
全国政协委员、朱镕基之女朱燕

2013年的全国两会开幕前几天，

就告诉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积

民大学做过四年大学老师，也算从教
育界出来的。”
在接受采访时，朱燕来介绍了朱
镕基用稿费成立的“实事助学基金

来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新京报》采访
时说：父亲对教育、对贫困地区的孩子
有着非常深切的同情和关怀，也为此

朱燕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平时
与父亲经常沟通，
“ 父亲非常幽默，说
话往往谈到本质上，每次都会带给我

极上进、
有为，同时也要脚踏实地。”
2015年的全国两会，有海外进修
经历的朱燕来，分析当下很多家长送

建立了助学基金会。

很多启发”。她说，父亲说话直截了当，

孩子出国读书的忧虑时说：
“我觉得不

会”，她自称自己关注基础教育，就是

2011年 3月，首次参加全国两会
的朱燕来谈及父亲朱镕基时说，自己
上会前和父亲有过一些交流，希望能
从中取经。她说：
“我在国内原来学的

非常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比较赞赏这
种风格，
父亲是我的榜样”
。
2014年的全国两会，朱燕来的发
言，
关注的是教育公平。她说，如果从

用担心，
中国人有很强的爱国情结，无
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回来为祖国效
力。”
她的表达很直率：
“孩子们出去可
以开拓视野，
不用担心他们不回来。”

因为三年前父亲用稿费建立的这个助
学基金，
专门用于为湘西、福建等偏远
地区儿童解决营养餐问题。
“因为资金
有限，
我们不接受外来捐赠，只能做一

是哲学，获哲学硕后到海外学的是社

小就分三六九等，对人的成长会造成

会学。后来在国外转行做金融、银行
业。尽管自己不是金融的科班出身，
但
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对经济日常的

很大的伤害。现在学校分成三六九等，
在资源投放上分出“重点”和“非重
点”
，这种模式是值得反思的。

家的关心，说：
“父亲的身体状况总体
还可以，
但年纪大了，
有时候身体难免
会有一些小毛病，但总体还是不错

朱燕来谈及父亲对她的影响时
说：
“他是我成长中非常大的动力，我
做得还不够”；
“他今年 88岁了，身体

知识学到很多。”
朱燕来透露：
“父亲从
小就教育我们不要空谈，要脚踏实地
地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

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透露，
“我们家家风还真是挺严格的，
我父母
一直比较强调做人的诚实正直，从小

的。”
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朱燕来坦
言，她最关心的是教育，
“我在中国人

还可以，生活就像他这个年纪的人一
样，
每天锻炼身体，读书看报。”

提起父亲朱镕基，朱燕来感谢大

点是一点。”
朱燕来说。

如此逼女嫁人
吴秀荣儿时生病导致智力残
疾，再加上小儿麻痹症带来腿部残
疾，1998年嫁给当时 30岁、
“ 脑筋
也不太清醒”的汪毛女，2000年生
下唯一的女儿汪燕玲。
去年初，不满 16岁的汪燕玲
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汪毛女尽
管脑筋不好，还总爱整天异想天
开、耍点小聪明，不久前逼迫女儿
嫁给 36岁男人，汪燕玲不从，喝剧
毒农药百草枯自杀，肝肾都已衰
竭，胃肠和消化道被严重灼伤，被
送进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

罢写周末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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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说了啥

第一种家长：
送锤子
面对梦想，给予孩子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 美国大部

分州男女法定婚龄均为 18岁。建议
把我国法定婚龄降到 18周岁。但降
低法定婚龄并不是要提倡早婚。
全国人大代表徐桂芬# 建议出台
儿童福利法，坚持儿童教育的优先发
展，推进儿童健康服务的优先供给，努

邓亚萍是乒乓球界一颗闪亮的
星，天生条件比别人弱的她为何能连
续 8年保持世界排名第一？其实她的
成功，
离不开她父亲的
“送锤子”
。由于
她的个子问题，体校都不想收她，她的
父亲给了她最大的支持，
亲自教她。这
才有了邓亚萍在乒乓球坛上的辉煌。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梦想，就好
像孩子喜欢钉钉子，但很多父母认为
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他们总担

力实现儿童福利的优先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李铀# 中国每年有
近 1000万的儿童遭受意外伤害。希

心“钉到手怎么办？钉子会不会不牢
固？”
这样的家长并不是好家长。面对

望在刑法增设“儿童监护疏忽罪”
。
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 孩子尤其
是低龄儿童更需要的是“就在身边的

孩子一把锤子，让他更快到达他的梦
想地。即使失败了，失败的教训也会
有利于他的成长。

第二种家长：
变手指
面对困境，给予积极的态度

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 60万。应鼓励
创立相关社会组织，参与服刑人员未

著名央视主持人敬一丹曾经回忆
她的母亲，
在特殊时期，
父母都远离家
乡，妈妈离开前跟她说：
“享福不用学，

成年子女生存与教育方面的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刘焱# 当下学前教
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入公办园难，提

吃苦得学啊！”让她牢牢地记在了心
里。她真的把弟弟带得好好的，家里
大事小事都操持得井井有条。如果当

全国政协委员王名# 我国服刑人

所以发起这项活动，是因为家长们
认为，过多家庭作业会妨碍孩子们

你
是
哪
一
种
家
长

的课外发展。

严帅

华裔看重考试
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父亲对
女儿说，老师每天都在夸你们各有
天赋，是天才，但到最后还是要看考
试结果的。学习好的，在华尔街年薪
50万美元，学习不好的工作很辛
苦，也就年薪 5万。盲目拒绝考试
测评，社会地位已经形成才醒悟，
是
不是已经晚了？
相比之下，
还是中国
老师实在，教室里一边挂草鞋一边
挂皮鞋，一目了然，奋斗也有目标。
堵力

梦想，孩子最想要的是家长的支持，送

呵护与关爱”。建议修改《未成年人保
护法》，监护人不得将未成年孩子单独
留在家里。

西班牙学生一周要花约 6.
5个
小时写作业。对此，
“西班牙家长协
会联盟”组织发起了罢写全国中小
学学生周末作业的活动，得到了大
量家长的支持。相关负责人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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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陆亚萍# 建议让合

法生育二孩的丈夫享受一个月的陪护
假期，给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家庭予
以个人所得税减免。

许腾飞

小城市最拼爹
时妈妈说的是“我可怜的孩子”
，估计
就不会有那样的效果。

他的母亲，
总会提到一件事，他小时候
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但妈妈一直

支持他看书，
想办法帮他借书看，有历
母亲对于敬一丹的教育方式，让
史书也有中外名著。这位母亲完全是
敬一丹觉得吃苦也不怕，对生活有了
的家长。
积极的态度。我们可以给孩子“变手 “开窗子”
指”
，给予孩子面对生活积极的态度，
开窗子的家长要想教会孩子仰望
星空，必然要有一定的高度和远见。
让他们善良、
上进和勇敢。
即使家徒四壁，也要提醒孩子，
你看到
第三种家长：开窗子
的四堵墙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
教会孩子仰望星空
你勇于和善于在墙上开窗，你就会看
辛文
联想集团的总裁柳传志每当说起
到一个又一个新世界。

一线城市压力大，想逃离北上
广？可到了四线城市才发现，
“拼爹”
拼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
学研究中心发布的 《社会心态蓝皮
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指出，
返回小城市后面临的“工作机会少，
做什么都需要靠关系”的局面，令不
少年轻人又萌生了逃回北上广的想
法。
“小城市最拼爹”成为无奈现象。
史瑜

供普惠性服务的民办园数量太少。要
让普惠性幼儿园惠及更多孩子。
全国政协委员刘吉臻# 建议明确
放开课外托管和拓展教育到非义务教
育属性，允许中小学收取合理的义务

印度人的优势从何而来
在欧美国家打拼的中国人和印
度人都不少，华人往往以聪明勤奋

点牵强。如今中国在大城市的英语
教育普及程度不比任何国家差。就

由。而是印度人和韩国人从小到大接
受的教育，比较符合国际社会的游戏

去犹太民族传统社会也是非常讲秩
序的，现在也是“目无权威”，学生都

而出名，但实际上，欧美大企业的高
管，印度裔占比高于华裔；在硅谷、

算印度人的英语讲得好，中国人在
欧美的发展不如印度人，但中国人

规则，而中国的教育则在一定程度上
弱化了国人的全球化能力。

是来创新的，在观点上才不管什么学
术权威。这样的人在国际舞台上自然

华尔街，很多明星高管是印度人，中
国人在国际大公司中的表现相对较

的英语总不至于没韩国人好吧？但
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 NGO中，

印度着重培养批判性思维，而不
是死记硬背的能力。批判性思维产生

就比较容易被重视和欣赏，获得更多
的发展机会。

差；在欧美学术界，印度裔的发展也
比华裔强，很多国际著名学者来自

韩国高管比例远远超过他们和中国
的人口规模比例。

创新，在一个组织里表达不同看法的
人，
在国际社会里更容易被欣赏和器

众所周知，中国的教育强调教出
听话的乖孩子，强调背诵教科书，做

全国政协委员张凤宝# 建议将高
考考试时间定在每年 6月的第一个

印度，尤其在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
强势更明显。数据也有证明：美国移
民局统计，2016年移民家庭的收入
水平调查结果显示，收人中位数最

归根究底，
要反思的是教育的问
题。为什么出国前在国内的学习成绩
都很好，不少人还是“学霸”，是中国
教育体制中的成功者，到了欧美之

重，
因而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印度的
教育中鼓励这种素质，印度裔的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蓄亚·森曾写了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书中讲述的就

习题，讲求服从能力，从小开始朝这
些训练方向引导智力，不倡导批判性
思维，更不鼓励挑战权威。从这样的
教育体制中层层筛选、一路培养出来

周末。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时间
定在每年 4月和 10月第三个周末。
全国政协委员郭景平# 我国自闭

高的印度裔家庭约达 10.
2万美元，
华 裔 家 庭 收 入 中 位 数 则 约 7万 美
元，差人家一截。

后，
发展得还不如印度人？第一，肯定
不是智商问题，
中国人绝不比印度人
笨，
也不比韩国人笨；
第二，
肯定不是

是印度人从小到大都爱吵吵闹闹；韩
国人本来也遵循儒家传统，
但民主转
型后也是整天吵吵闹闹；当然，现在

的优胜者，到了国际竞争领域，就像
是从小就被捆绑而不自知的人，突然
要重新学会奔跑一样，难免竞争不过

症患者已超 1000万。建议明确将自
闭症儿童定为法定特殊教育对象，将
自闭症儿童纳入义务教育法系列。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英
语说得不如印度人好。这个理由有

文化问题，中国人一身炒菜味，印度
人一身咖喱味，
都不是影响发展的理

最爱吵吵闹闹的是犹太人，
我到以色
列访问希伯来大学，一个教授说，过

印度人、韩国人，
更不要说以色列人。

教育之外的相关费用；实行弹性放学
时间。
全国人大代表翟志海# 近几年浙

江、广东多地尝试高中免费教育，取得
很好反响，这表明可以加快推行十二
年义务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 建议实现
全国统考，再根据地域不同进行录取，
这样孩子就能跟着父母到当地学习。

郭宇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