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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孩子子的的问问题题都都是是父父母母的的问问题题》
——— 不不是是孩孩子子的的问问题题，，是是父父母母用用错错了了方方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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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中国同治皇帝因天花去世，此
时牛痘法传入中国已经整整70年。

当同治皇帝感染天花后，皇宫里采取
的应对措施依然如214年前顺治死时一样：
禁止炒豆，送痘神娘娘。

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天花被列
为第一要控制的世界性疾病。

1950年10月，刚成立的新中国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发布了由周恩来总理签发的

《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做出在
全国各地推行普遍种痘的决定。到1952年，
全国各地接种牛痘达5亿多人次。

1961年，我国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痊愈，
天花在中国绝迹。

1966年，第19次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消
灭天花的决议。

1975年底，天花在亚洲绝迹。
1977年10月26日，全球最后一名天花患

者，索马里炊事员阿里·马奥·马丁被治愈。
1980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

首都内罗毕宣布，危害人类数千年的天花
已经被根除。

从琴纳第一次给那个勇敢的小男孩接
种牛痘，到最后一个天花患者痊愈，时光过
去了整整181年。

消灭天花，是迄今为止人类面对疾病
取得的最完美的一次胜仗，可惜胜利来得
还是有些晚。1977年人类消灭天花时，现代
医学免疫学之父琴纳，已经去世足足154

年。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目前，世界上有两个戒备森严的实验

室里保存着少量的天花病毒，它们被冷冻

在-70℃的容器里，等待着人类
对它们的终审判决。这两个实验
室一个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另一
个在美国的亚特兰大。

但，这只是明的，那些超级
大国的生化武器库里到底保存
着什么东西，只有天知道。

我知道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大
国依然储备着天花疫苗，时时提防着那个
收割了数以亿计生命的魔鬼再次现身。

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1856—1875

年)，也称穆宗，是清朝入关后的第8位皇
帝，同时也是清朝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

同治皇帝18岁亲政，19岁就挂了，政治
上几乎没有什么建树，但是他的父母在政
治上却是很极品的人物。

同治的父亲咸丰皇帝是个极品苦命的
人物。

公平地说，咸丰皇帝远远算不上英主
明君，却也不是昏庸到家，如果是太平盛世
他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个守成皇帝。但
是他实在太倒霉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农民起义让他赶上了，西方工业革命后
的列强入侵也让他赶上了。这种三千年未
有之变局，毫无疑问超出了咸丰皇帝的驾
驭能力。

咸丰皇帝20岁即位，他登基不久就发
生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将大清朝搞得焦
头烂额。之后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中
咸丰皇帝处置失措，敌人兵临城下之时更
是毫无骨气地逃离京城。英、法联军占领北
京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
约》，这成为咸丰抹不去的污点和奇耻大
辱。

经历巨大打击的咸丰皇帝，彻底丧失
了进取心，日日“以醇酒妇人自戕”，还自暴
自弃地自称“且乐道人”。幸亏他死得早，不
然大清朝说不定在他手上就亡了。

而同治皇帝的生母，则是大名鼎鼎的
慈禧太后。

咸丰皇帝死后，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即
位。慈禧太后联合奕发动政变，将咸丰指
定的八大顾命大臣一网打尽，掌握了政权。
在慈禧太后的治理下，曾国藩于同治三年
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接着李鸿章
率淮军于同治七年将捻军也镇压了下去。

同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
开明的汉族大臣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洋
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宗旨是“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希望在不变革政治体制的
情况下，引进西方现代工业技术以实现国
家富强。洋务运动建立了新式军备中心，并
创办了一些为它服务的民用工业、交通运
输业。同治十一年，中国第一次派遣幼童赴
美国留学。

在慈禧太后的治理下，清朝江河日下
的势头竟然被扭转，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
兴”。

同治十二年，年满18岁的同治皇帝亲
政，慈禧太后退居二线。然而这位年轻皇帝
的表现却令人摇头不已。他即位之初就闹
腾着花费巨资修颐和园，遭到群臣激烈反
对，他竟然降旨革去一班重臣职务，幸亏慈
禧太后及时阻止，才收回成命。如果不是同
治死得早，他恐怕又是一个大大的昏君暴
君。

同治死后，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说
实在话，慈禧太后也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她
执政的后期更是昏招迭出，但是，我觉得她
总比同治皇帝强些。

同治皇帝19岁因病驾崩，正史记载死
于天花，但坊间多有传言称其死于梅毒。著
名历史学家萧一山在他1923年所著的《清
代通史》里，也再三强调了同治帝就是死于
梅毒。另外，同治皇帝主治御医李德立的两
位曾孙李镇和李志绥分别撰文称，祖上口
传秘闻，同治帝死于梅毒。

那么，同治皇帝到底是否死于梅毒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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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白天，我还在学校看见
了陈金芳，这时回想起来，她的脸
和身上的确都格外脏，后背上还
粘着黑乎乎的一块煤灰。这大概
就是露天睡墙角的结果吧。

我随意拉了一段练习曲，便
独自开门出去。母亲问我干吗去，
我说擦琴弓的松香用完了，想到
另一栋楼里一个练中提琴的孩子
家借一块。

出了门，我沿着白杨树的林
阴道一路向西，很快就看见了陈
金芳一家人租住的那两间平房。
果然有块玻璃被打碎了，屋里的
灯光像橘子汽水一样泼出来，同
时还有她们家人七嘴八舌的喊
叫。因为激动，所有人说的都是湖
南土话，我只能听懂个大意。她妈说陈金芳

“翅膀没硬就想飞”，还说她“忘本”；她姐的
话更实际一点，表示已经供她吃、供她穿好
几年了，以后不想再供下去，“不养吃闲饭
的”。

陈金芳针锋相对地反击，指出自己一
直都在干活儿，何来吃闲饭一说？又表示留
在北京，她也不住姐姐家了，“死就让我死
到街上，反正你们也不是没把我轰出去
过”。她越说越激动，同样的意思颠来倒去
地重复了好几遍，最后干脆变成了尖厉的
叫喊。那简直是泣血的哀号，虽然站在远
处，我只能看见她颤抖不休的身影，但我猜
想，她的表情一定是目眦欲裂的，甚至仿佛
从嘴里长出了獠牙。

她喊得最响的一句话，是用普通话说
的：“你们把我领到北京，为什么又让我走？
为什么又让我走？”

这么喊的时候，她好像把体内所有的

气一口喷出，随时都会晕倒在地。
而没过两秒钟，陈金芳就真的倒了。她

姐姐抄起了一只擀面杖，像在食堂抡勺子
一样抡起来，划了个完整的弧线，落到陈金
芳的天灵盖上。

打完之后，她姐也傻了，擀面杖扑棱掉
到地上。门外两个看热闹的邻居叫起来：

“出人命啦！”而这时候，还是默不做声的许
福龙比较冷静，他弯腰抱起陈金芳，撞开
门，往医务室跑去。

一大群人沸反盈天地经过时，我不由
自主地往旁边让了两步，同时看见陈金芳
在她姐夫胳膊上起伏的身体弧线，看见她
的胸脯大幅度地隆起、下降。我还看见黑红
色的黏稠的液体顺着她的脖子流下来，稀
稀拉拉地洒在地上。

此后的两天，在上学的路上，我都能看
到陈金芳洒在水泥路面上的血迹。那些血
滴还算新鲜的时候，被清晨的阳光照耀得
颇为灿烂，远看像是开了一串星星点点的
花，是迎国庆时大院儿门口摆放的“串儿
红”。没过多久，血就干涸污浊了，被蚂蚁啃
掉了，被车轮带走了。而那起家庭暴力事件
的后果，则是陈金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终
于留在了北京。她继续沉默着出现在学校
里，被同学们排挤、欺负，也继续在暗夜里
来到我窗下，听我拉琴。

但自始至终，我也没有隔窗与她说过
一句话。

再后来，我们就毕业了。凭借小提琴这
个特长，我被圆明园那边的一所重点中学
招收，开始了平时住校，假期才回家的生
活。作为“金帆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我有
了许多相当正式的演出机会，参加过和国
外学校合办的音乐夏令营，还跟不少“科教
文卫”系统的头头脑脑握过手。我与陈金芳
那拉琴和听琴的关系自然就此终止。那就
像一个无关紧要的秘密，转眼就被当事人
忘得干干净净。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们仅仅见过屈指
可数的几面。

记得有一次见她，是在高一结束，快上
高二的时候。当时我刚参加完暑期的“全国
青少年音乐联展”，带着一身海腥味儿从青
岛回来。连着游了几天泳，再加上刚下火
车，我疲倦得很，经过大院儿斜对面那一排
小卖部的时候，一不留神踢倒了两个立在
马路牙子上的啤酒瓶。

啤酒是半满的，洒了一地白沫，我赶紧
弯腰把它们摆正，但为时已晚。两个穿着灯
笼般的大肥裤子、脖子上挂着大串金属链
子的野小子追了上来，他们骂骂咧咧地推
搡我，问我“这事儿怎么办吧”。

那些孩子大都是从丰台来的，有的是
职高的学生，还有的干脆辍学在家。

《世世间间已已无无陈陈金金芳芳》
——— 农农村村女女孩孩北北漂漂暴暴富富后后的的迷迷途途人人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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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卦卦医医学学史史：：不不生生病病，，历历史史也也会会不不一一样样》
——— 穿穿越越时时空空的的超超级级诊诊断断 医医生生也也不不一一定定知知道道的的历历史史真真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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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社会精英，成为
“人上人”，是大多数家长的共同愿望。然
而，横亘在很多家长面前的困难却是孩子
缺乏自信心，不敢表现自己。这是因为很
多家长错误地认为孩子需要不断地灌输
和训导。为此，他们不断拿自己的孩子跟
别人的孩子比较。

如果留心观察你会发现，凡是有孩子
的家庭，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的话题都离不
开孩子。不管是在学校门口，还是在等孩
子上培训班的过程中，还是在走亲访友聚
会时，甚至是在公交车上，我们都可以听
见不少家长乐此不疲地“比孩子”。“你家
孩子真听话，我家那个太调皮了”“这次期
末考试，我家孩子门门都是优，你家孩子
呢”……

作为家长，你可知道，在你有意无意
的攀比中，孩子是多么难过与无奈？你拿
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孩子比较，其实就是
在打击孩子的自尊心，挫伤孩子的自信
心。

“你看看人家某某多勤快啊！在家里
什么都帮妈妈做。可是你呢？什么都不会
做！”“你看某某学习多自觉啊！你怎么就
知道玩呢？”“你什么时候也能给我们争口
气？像某某一样考个第一名回来？”……有
没有觉得这些话很熟悉？这些儿时父母对
你的唠叨是不是也演变成如今你对自己
孩子的训导？

伴随着父母不断的比较，“别人家的
孩子”成为无数孩子心目中的“宿敌”。小
时候，父母拿自己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学
校、比成绩，长大以后，父母还会拿自己跟
别 人 家 的 孩 子 比 学 历 、比 工 作 、比收
入……

也许，家长是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榜
样或目标，想以别人家的孩子来激励自己
的孩子积极努力，却不承想过，这样非但
不能起 到 激 励 作 用 ，反而 会适得 其
反——— 严重挫伤孩子的自尊心，打击孩
子的自信心和上进心，甚至会抑制孩子
的潜能。

很多时候，家长为了自己的面子，总
爱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做比较，这
是很多父母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
们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那些孩子一样
获得优异的成绩，能够自觉学习、知书
达理，却不承想过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
的，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优
势，其他孩子的标准并不一定适合自己
的孩子。

比较是错误的开始，请不要再拿自己
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做比较，请不要再
以这样的方式增加孩子内心的苦恼与无
助。

一位母亲原来总是认为自
己的孩子抑郁，我和她的孩子认
真沟通之后，问孩子你最想和父
母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孩子说：

“请不要总拿别人的标准来要求
我！”

这位母亲才发现，一直以来
她对孩子要求都非常严格，并在
多个方面给他树立了榜样：“人
家乐乐每次考试都有奖状，你也
不能落后”“你看阳阳多听话啊，
你要向她学习，别动不动就跟我

们顶嘴”“你表哥考上了211大学，你要向
他学习，将来怎么着也得考上北大或清
华”……

父母的不断比较，让孩子觉得周围
每个孩子都比自己强，这让他感到很压
抑。每当面对爸爸妈妈为他树立的这些
榜样时，他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无地
自容。渐渐地，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想要
逃离这种痛苦的生活，最终不想多讲
话。在父母与孩子的真诚沟通下，孩子
不但说出了自己的委屈，也还生气地质
问妈妈说：“既然你觉得人家的孩子
好，你就让他们做你的孩子好了！你总
是在说我不争气，总是训我不懂事，总
是羡慕邻居家的孩子，可是，你为什么
不想想你自己，你做了什么，人家孩子
的爸爸妈妈又做了什么，你想过吗？”
面对孩子的问题，母亲由诧异渐渐变成
了忏悔不已。

是啊！孩子说得没错！作为父母，
我们在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
时、在指责抱怨孩子时，是不是应该首
先反思一下自己，这一切究竟是孩子的
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内在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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