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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 闻鸡起舞
[释义]� 一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 形

容有志报国之士奋发图强， 也比喻抓紧
时间努力学习。

[出处]�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范
阳祖逖，少有大志，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
同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
也！ ’因起舞。 及渡江，左丞相睿以为军谘
祭酒……”

[大意]� 范阳的祖逖，自幼便有大志。
他在与刘琨一起做官时，曾同住一屋，半
夜听到鸡叫，他便叫醒刘琨，起来舞剑。
后来渡江南下， 就召集了许多从北方来
的流亡勇士，准备收复失地。

[家风故事]�闻鸡起舞的主人公祖逖
的祖氏家族原本是生活于今北京附近的
大族，在西晋时期十分显赫，祖逖的父亲
曾官至太守，是晋王的心腹。这个晋王名

为司马睿。
但其父很早就离

世了， 祖逖由几个兄
长抚养长大， 并未得
到父亲多少教诲。 他
的兄长个个都在朝中
任职， 且都是饱学高
雅之士。 祖逖却是一
个异类， 他偏好武术
与兵书。

家风的影响力是
巨大的， 祖逖成年之
后同样非常勤奋，他
也早早踏上了仕途， 其间曾和一个志同
道合之友刘琨交好，互相激励，要做一番
大事业来报效国家，闻鸡起舞之事，就发
生于此时。

西晋王朝覆灭之时， 祖氏家族数千

人举族南迁， 抵达江
南。

司马睿也到了江
南，并有意在西晋王朝
完全覆灭之后，趁机登
基为帝。许多跟随司马
睿流亡来的北方家族
也安于现状，没有打回
去的打算，只在这里等
着新皇帝上台赏个官
做。

祖氏想打回去，数
千族人无时无刻不想

回归故土。祖逖反复向司马睿请战，司马
睿在不好意思拒绝的情况下， 就弄了个
将军头衔和少得可怜的物资给他。 祖逖
只带了不到一千人的队伍， 基本上都是
祖氏族人。

这场爱国战争， 得到了北方许多人
的响应， 渡江之后， 很快就发展壮大起
来。 祖逖是一位指挥才能超群的优秀统
帅，“祖家军” 在短短几年内就收复了中
原大片失地， 其功勋大概只有后来的岳
飞可以相比。

然而， 这个家族的成功却引起了许
多人的忌恨。已经在南方称帝的司马睿，
根本没有心思搞什么北伐， 只想把半壁
江山的位置坐稳。 祖逖在这种帝王诡计
之下，忧愤成疾，56 岁就去世了。

他死后不久，在得不到朝廷支持的
情况下，“祖家军” 经历了许多苦战，最
终被击败，退回南方，大片故土又沦陷
于敌手。 但祖氏家族并未从此消亡，他
们在江南开枝散叶， 涌现出了许多人
才，其中一位就是闻名中外的大科学家
祖冲之。 摘自《新湘评论》

闻鸡起舞：东晋名将祖逖的家风故事
成语里的家风故事

假期， 我又像往常一样对女儿
发布指令：去把口算做—做，接着读
看图识字，然后复习幼儿英语，还有
你的素描画还没画……女儿对我一
连串的指令嘟嘟囔囔地表示不满：

“我想看彩绘本的《叮当猫》。 ”
“看课外书的时间安排在傍晚 5

点到 6 点。 ”我对她说。“我现在就想
看！ ”女儿坚持说。 我同样不让她：

“按计划行事，如果你完成得不错就
奖励你陪妈妈去逛超市。 ”女儿耷拉
着脑袋：“我现在就想看《叮当猫》。 ”

看孩子不听话， 我又拿出一贯
有效的怀柔法宝：“丹丹， 我没说不
让你看，你在下午 5 点以后看，那时
候作业都完成了，我一边炒菜，一边
监督你看书，你也可以放松一下。 ”

丹丹愣愣地站在那里， 仔细端
详我绷着的脸，忽然伸出双臂，咔咔
地弯曲了一下， 两腿随即僵硬地向
前， 模仿着机器人走路的样子来到
我面前， 做着鬼脸对我说：“机器人

叮当向你报到，快发布指令，我下一
步该做什么？ ”见我看着她不回答，
又说道：“你是不是想让我做一个机
器人小孩，什么都听你的？ ”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没想到女
儿竟欢呼起来：“妈妈答应了！ 我可
以看《叮当猫》了。 ”

果然这一天乱了阵脚， 没有一
件事是按我的要求去做的。 晚上，她
一面洗脚，一面快乐地哼着歌。 我仔
细一听， 竟是她自己编的词：“我不
是小小机器人，什么都听你安排，我
要玩，我要玩，妈妈没办法！ ”

当天的母女较量最终以女儿的
胜利而告终。 晚上我问女儿：“丹丹，
今天自己安排看课外书、画画，是不
是比平时妈妈安排你去做愉快得
多？ ”女儿点点头。

我思忖一会儿：“丹丹， 咱们可
以试一试，妈妈也不给你指令了，但
是你要自行安排什么时候做功课，
什么时候画画，什么时候玩，你甚至

可以自行选择周六周日想吃什么，
想买什么样的衣服……” 女儿做了
一个无声的欢呼手势。

这一天给我带来的影响是深刻
的， 我头一次形象化地看到现时期
亲子关系的比喻： 程控机器人和一
只不知疲倦的遥控器。 父母们希望

“机器人” 毫无违拗地执行指令，认
为只有这样， 才能在短时期内培养
出全能型的未来精英。 一旦发现孩
子反抗命令，就痛心疾首。 但又有谁
去问过孩子这样一个问题：“你介意
成为程控机器人吗？ ”

父母必读

儿子上幼儿园时， 有一天我和老
公一起去接他。 儿子把我们直接拖到
了园长办公室。 里面围满了小朋友和
家长， 桌上摆放着厚厚的一沓精美挂
历。 原来，十几天前，幼儿园和一家摄
影店联合给小朋友拍照， 然后制成了
挂历。

“妈妈，给我也买个挂历吧！”儿子
央求我。

我心里盘算着： 一本挂历要 68
元， 我们才刚搬了新家， 手头确实很
紧。

我把儿子拉到一边， 轻轻地告诉
他，挂历太贵了，我们不买了。 话音才
落，儿子就不依地叫了起来。我使劲地
哄劝他，想带他走，可儿子执拗地站着
不肯动， 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其他小
朋友抱着自己的挂历欢天喜地地离
开。 我不忍心了，抬头望向老公。

沉默了一会儿， 老公对儿子说：
“睿， 爸爸妈妈可以给你买这本挂历，
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买了挂历，要等
到过年才能再买玩具哦！ ”

对儿子来说， 这应该是个很苛刻
的条件了。 可儿子居然不假思索地就
点头同意了。买好挂历出来时，他的脸
上也挂着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满足而又
欢天喜地的笑容。

虽然我们一直很注重对孩子在性
格和习惯方面的教育培养， 但我们对
儿子的这次承诺并没有很放在心上，
毕竟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不到四岁的小
孩。

但是， 小小的儿子却始终坚定地
践行着他的承诺。

他还是常常会在下园后到超市去
看玩具，东摸摸西摸摸，但从不提出要
买，只是不停地问我们“过年还有多长

时间”。有时，我们也故意逗他，说要给
他买一个， 他只是摇头：“还没过年
呢！ ”

看着儿子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真
为他骄傲。

于是，一直等到过年，老公问儿子
想买什么玩具。 儿子也只要了两个他
向往很久的可以变形的机器人，仅 30
多块钱。

陶行知先生曾说“生活即教育”。
诚哉斯言， 教育并不是用力地去挖掘
才能教会孩子， 生活本来就是很好的
教育过程。

所以，感谢那段清苦的日子。换作
现在，那本挂历就算要 680 元，我都不
会像当年那样“残忍”地去拒绝孩子的
小小要求。因为我们的“小气”，换来了
儿子的承诺；因为儿子的坚持，留下了
感动我一生的瞬间。 在儿子的成长历
程中，“说话算数” 成了他约束与自我
约束的准则，也成就了现在优秀的他。

如今，儿子已长成了小伙子，而幼
儿园时的那一次承诺，时时感动着我。

芬兰人认为体育运动，尤其是
集体项目，会有效地培养孩子的优
良品质。

我的小儿子从小学一年级起，
就参加了社区的足球队。足球队的
组织者和教练都是家长，政府会给
予一点支持,如提供场地、培训家
长训练和带队的水平等。 教练说，
应该给每一个喜欢踢球的孩子均
等的机会。

在足球场上， 除了机会均等，
我想孩子们也体会到了什么是宽
容，这是非常重要的品质。 孩子们
从小就知道， 人的能力虽有不同，
但大家是伙伴， 应当和平共处、共
同进步，集体运动项目给了他们培
养这种宽容善良品质的机会。

另一个从参加运动中能学到
的重要品质，是坚忍不拔、积极进
取。 体育比赛总是有赢有输，这次
失败了不意味着下次没有机会，这
次赢了也不意味着下次还能赢，重
要的是为胜利而拼搏。儿子所在的
足球队几乎每周都有比赛，家长也

都会尽量陪同，为自己的孩子大声加油。 我
发现，孩子们学会了从容面对输赢，情绪波
动不大，赢了不轻狂，输了从头开始。

有一次，我跟一位芬兰朋友抱怨：“我上
中学的大儿子回家后很少看书。 ”他说：“学
校已经教给了他必要的知识，回家就应该休
息，锻炼身体。 尤其是男孩，在 16 岁前应该
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有个好的身体，才是今
后学习、工作的基本保证。 ”我的这个芬兰朋
友，年轻时爱好三千米障碍跑，曾经参加芬
兰全国比赛并进入前 8 名，速度滑雪也是专
业水平， 但他拥有工科和商业管理双学位，
生意也做得很成功。“逼孩子用功学习，其实
是在培养孩子追求完美的性格。 ”他警告我，

“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很可能输不起。 ”

你介意孩子成为机器人吗
□ 骆昌芹

儿子的承诺
邵阳市双清区龙须塘中心校 姚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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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