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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大将:教子“十字诀”
□ 肖军

粟裕，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
生于湖南会同。 粟裕有 3 个子女，长子粟戎
生、次子粟寒生、女儿粟惠宁。“吃苦、耐劳、
严肃、顽强、勇敢，这是父亲教育子女的‘十
字 诀 ’， 他 用 典 型 的 军 人 教 育 方 式 训 练 子
女。 ”粟裕的儿子粟戎生曾这样讲述父亲的
教子故事。
粟戎生未满 3 岁时， 粟裕与夫人楚青就
带他去河边游泳。 粟裕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竹
筒，塞给孩子说：“抱紧了，跳下去!”小戎生还
没反应过来，就被父亲猛地抛进了水里。 这可
把小戎生吓坏了，他大声呼救，而父亲却在岸
上喊：“
不要怕，自己游！ ”因为抱着竹筒，粟戎
生勉强浮在水面，手脚忙乱地扑腾着。 母亲在
一旁急得上火，责备粟裕：“你真是的，就不怕
淹死他吗？ ”粟裕说：“就是要把他扔进水里，

教子有方

要不老是学不会。 你看怎么样？ 不是也
没淹着嘛!”
粟戎生不到 2 岁就跟随父母随军
行动，直到全国解放。 粟戎生回忆，父亲
特别不满意孩子边说话边慢腾腾地吃
饭。 看到子女们动作磨蹭、拖沓一点儿，
就会严肃批评。
读中学时， 粟戎生上的是寄宿学
校。 粟戎生说，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这
让他的班主任很疑惑：总参谋长怎么会
对儿子这么苛刻？ 老师忍不住问他，你
是不是你妈妈亲生的？ 他照实回答后，
老师还继续追问，始终不敢相信。
“爸爸不把儿女们看作私有财产。 ”粟戎
生介绍， 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在安逸的环
境下成长，哪里有危险，哪里最艰苦，他就利

家长必读

黄巍

粟裕和夫人

用做父亲的“权利”，把儿女送到哪里去锻炼。
他常常教育孩子：“年轻人不要贪恋小家庭，
不要只想着坐机关。 ”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

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 从一
名普通士兵干起，在南疆驻扎了 4 年。 当这支
部队调回内地时，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
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
粟戎生送到了前线。 艰苦的环境锻炼了他的
体魄和意志。 在部队期间，粟戎生积极开展科
学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
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同时获得国家专利
10 余项，最后晋升为中将军衔。
“父亲作为一名老军人， 很注意军人姿
态。 他总是把衬衣、毛衣扎在裤腰里，只要穿
上军装就扣好风纪扣， 从没敞开过。 病重期
间，他已偏瘫，别人协助他穿衣，他仍然这样
要求。 父亲就是我的榜样，我严格按军人的要
求约束自己，再苦再紧张也不觉得枯燥。 ”粟
戎生说。

妈妈，别替我说话
□ 杨 逸

儿子钟知闲在第 29 届
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中获得金牌，被保送进清华
大学。 于是，这个从小就被
认为是“电脑迷”的孩子成
了大众眼中的“天才”。 但作
为母亲，我曾一度为他内向
张
的性格和爱玩电脑游戏的
小
红
习惯而忧心不已。 只是，我
们始终坚信“每个孩子的成
长自有轨迹”， 在给他足够
的爱与陪伴时，我们努力给
他创造宽松的环境，坚持以
兴趣引导他成长。
小闲从小就内向，喜欢
一个人玩。 他对一样东西特别痴迷，那就
是教育过程中谈及色变的电脑。 7 岁那
年，小闲迷上一款电脑游戏，并且一发不
可收拾， 经常在电脑前一坐就是数小时。
爷爷奶奶怕他玩游戏成瘾，屡次说教无效
之后，便要求我和爱人配合禁止孩子玩电
脑。
仔细商量后，我们觉得：硬堵不如巧
通，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完全禁止孩子
玩电脑不太可能， 但没有约束地玩也不
行。于是，我们开了个家庭会议，与小闲约
法四章：可以打游戏，但不能花钱；每天只
能玩一小时，周末可以玩两小时，超过时
间就要罚抄题； 玩游戏不能影响学习成
绩， 一旦成绩下降就要减少玩游戏的时
间；多玩益智游戏，从游戏中找到知识点。
一次，他偶然发现运用数学知识能解
决游戏中的问题，从此就迷恋上了游戏中
的一道道数学题。 不过，我们仍担心他会
走歪。后来我们想：既然他离不开电脑，那
干脆以后就让他学电脑信息吧。 后来，爱
人开始教小闲编程，小闲非常感兴趣。 小
闲 8 岁那年，我们帮他报名参加了全国计
算机二级考试。 他顺利拿下证书，并成为
当年拿到证书最小的孩子。 高中时，小闲
如愿考上了福州一中，还进入信息学兴趣
小组。 从此，一心扑在信息学上。
在国际奥林匹克决赛开赛前一个星
期，我们陪他参加了网上模拟赛，结果四
十多名的成绩令他几近崩溃。他说：“
不管
怎么努力，却只能看着成绩往下掉，怎么
办？”我们知道，小闲考得不好并不是水平
不够，而是心态不好。他越想考好，越不淡
定，就考得越差。于是，我们陪他聊轻松的
话题，给他做好吃的，还带他去欣赏了钢
琴音乐会……
终于，小闲站上了国际信息学奥赛最
高领奖台。 很多人会说小闲是“天才”，但
只有我们知道， 在这些耀人的奖牌背后，
是他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

﹃
电
脑
迷
﹄
的
成
长

幼儿园放学后，阳阳还不肯回家，和小伙
伴们一起在小区的中心花园玩。 接孩子的家
长们只能在一旁等着，边晒太阳边聊天。
“她在外面很老实，在家里脾气很大，我都
快搞不定她了，还是你家阳阳懂事。 ”“那也不
是啦，她有时候也不听话，特别是叫她弹琴，天
天要盯着。 ”家长们聊起了孩子。
灵灵的外婆对阳阳妈妈说：“我们灵灵性
格太内向， 要是能像你家阳阳那么开朗就好
了。 周末让阳阳到我们家来玩吧，正好她爸爸
出差，妈妈要加班。 ”
“行啊，反正我们这个星期也没安排，阳阳
很喜欢到小朋友家玩的。 ”妈妈话音刚落，阳阳
不知从哪儿窜了过来：“妈妈， 不喜欢你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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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阳阳妈妈有点尴尬，连忙把女儿搂过来，
轻声低语着，只听女儿娇嗔了一句：“可你没问
我。 ”妈妈又耳语了两句，小姑娘笑着说：“好
吧，接受了。 ”然后高高兴兴地跑开了。
阳阳妈妈跟灵灵外婆说：
“
唉，阳阳最近主意
大了，帮她安排什么事，都得先征求她的意见。 ”
外婆和旁边的大人都夸道：
“
有主见好呀。 ”
其实这是孩子在为自己伸张“自主权”。 像
阳阳一样，每个孩子都会经历一个重要的敏感
期叫“
自主敏感期”，4 岁多的时候会有明显的
表现。 这个时期，孩子对自主性有强烈的需求，
他们希望掌控一切与自己相关的事情，比如他
们会讨厌妈妈来提醒自己该刷牙， 该洗澡；会
讨厌穿妈妈给自己搭好的衣服参加同学生日

会。 当然，他们还特别讨厌妈妈总是抢先一步
替他们把话说了。
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替孩子说话”是
大多数家长共有的一种习惯，是一种无意识的
习惯。 比如，两个 3 岁娃一起玩，一个问另一
个：“我的火车给你玩，你的飞机给我玩，好不
好？ ”“
好的好的，我们交换着玩。 ”那么爽快答
应的常常是大人。
我们习惯了替孩子说话，实际上就是习惯
替孩子做主。 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有主见，就不
要再随意地“替孩子说话”，无意识的习惯很难
一下子改变，但我们至少可以真诚地接受孩子
的提醒, 尊重他们的独立意识， 真真切切地看
见他们，而不是我们身边透明的存在。

让孩子的选择“单调”一点
□ 佚名

跟大部分家长一样，我对孩子的教育特别
重视。 最不吝啬的，也就是教育投资了。 为了启
发孩子的智力，我给儿子买了许多玩具。 可就
算买得再多，孩子也总嫌不够。 每次从玩具店
经过，他都嚷嚷着要买新的。 无论玩什么学什
么，都是三分钟热度。
一次去朋友家串门，我发现朋友家四岁多
的小孩特别乖， 在我们聊天的一个多小时里，
她都专心致志地在玩一个布娃娃。 我很欣赏孩
子的定力，但还是提醒朋友说：“给宝宝多买几
个玩具吧，大人有时没空陪她，也好让她变着
花样玩。 ”
朋友听了笑着说：“不用。 玩具太多其实
不是好事。 我们小时候一个气球能玩上几天，
一串钥匙能玩上一周。 从小生活在这种枯燥
单调的环境中，注意力自然容易集中。 如果孩

异国之鉴

子眼睛里看到的东西太丰富， 内心就不容易
安静。 ”
朋友的话似乎有道理。 儿子性格浮躁，上
课总是坐不住，难道是因为我平时给他的选择
太多？ 我决定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
我试着把所有的玩具都藏好，只拿出一些
橡皮泥。 孩子一开始很不情愿，在我的鼓励下，
他开始大胆想象，捏各种小动物。 那天他竟然
认真坐了一个多小时，捏出来的小动物虽然不
是很逼真，但给孩子带来了许多快乐。
原来，不给孩子太多选择真的有好处！ 悟
出这点之后，儿子再想玩时，我每次只拿出一
样玩具来。 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他玩玩具的时
候反而更专心了。
寒假一到，我不再像往年一样，带着儿子
四处云游“增长见识”，而是带上他来到广西农

村的娘家。 这次我们除了带几件换洗的衣服，
就只有十多本书。 老家除了青山绿水，再没其
他什么好玩的，看书倒成了唯一的娱乐。 小家
伙很快对这种生活厌倦起来，嚷嚷着要回去。
我随他撒野，任他闹够了，就端出一盘黄
豆来，让他一起拣出里面的小石子。 如果任务
完成得不好，我便罚他一天不能看书，当然，若
完成得好的话，所得的奖励也是一本书。 刚开
始，儿子只拣一会儿就不耐烦，便跟我吵。 我也
不理他，只专心干自己的活。 孩子觉得无趣，又
没人跟他说话，便慢慢安静下来继续拣。 一两
小时后，当我将一本书交给他的时候，他果然
如获至宝，愉悦地阅读了起来。
一周过去了， 我发现儿子有了很大的变
化：变得安静了，爱上阅读了。 也许是看的书多
了，儿子的内心世界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不为事业牺牲家庭时光
□ 大卫吉娜

英国家庭一般都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孩子，祖父母不会把带孩子作为己任，也没有
月嫂这个工种，充其量家里只雇个清洁工。 英
国男人认为当奶爸是分内的事情，不管是普通
职员，还是企业高管都一样。 协助喂奶、拍嗝、
换尿布等样样在行。
英国妈妈一般在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情
况下都会选择做全职妈妈或半职工作。 爸爸全
职工作就会错过很多孩子的成长细节，所以下
班后保证孩子的睡前故事时间是英国爸爸一
天中唯一与孩子交流的机会， 除非迫不得已，
爸爸们是非常珍惜这段时光的。
如果因为事业的原因，英国男人平时没有
办法花更多时间在家人身上，周末都会以各种

形式弥补。 英国人的周末家庭生活非常丰富，
尤其是派对文化，例如朋友被邀请的生日派对
每月就至少一至两次，加上各种名义的家庭派
对，数不胜数。 英国人的家庭户外运动也相当
普遍，森林行走探险、骑自行车，各种公园、儿
童农场、动物园应有尽有，每周去一个地方，一
年可以不重样。
很少有英国男人会因为事业牺牲掉部分
的周末时光。 英国一年大概有 8 天国定假日，
25 天左右带薪自由假日， 全球公司的 CEO 也
一定会雷打不动地休假， 与家人度过美好时
光，所以英国人每年的家庭度假都是很重要的
生活组成部分。 很多父亲为了不错过孩子的生
日或者一场学校的演出，要求更改会议或者出

差日程，这些在英国公司都可以协调。
家庭式的生活也许是人类最本真的追求，
虽然带娃苦，但是却充满了无限的爱。 其实英
国人的“家庭观”早就把整个家园打造成便于
家庭生活的乐园，将家庭生活渲染成最美好的
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