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06 年起，日本兴起“早睡早起
吃早饭”国民运动。为了使孩子们从幼儿
期就养成良好的基本生活习惯， 文部科
学省发起了“提高儿童生活规律工程”，
同时设立“早睡早起吃早饭” 全国协议
会，其会员为企业、学校、青少年团体等
300 多个机构。

吃早饭为什么那么重要？ 脑的能量
源是葡萄糖， 葡萄糖不会在体内大量储
蓄， 我们的身体在睡眠期间也要消耗能
量，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大脑和身体都
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 通过早餐补充葡
萄糖等营养素， 而不是只喝些饮料等液
体， 上午身体才能有一个良好的活动状

态。 早餐另一个主要功
能是“好好咀嚼”，咀嚼
可促使脑活动。另外，食
物进入嘴里， 再送到胃
里的过程中， 肠子也开

始蠕动，内脏被唤醒。
为了推广“早睡早起吃早饭”运动，

日本国立青少年教育振兴机构制作了面
向幼儿、 小学生及其家长的手册和绘本
免费发放。 例如小学低年级的手册中有
一节“和饭做朋友”，采用积分的方法提
醒营养均衡用餐。 小学高年级的手册中
讲解早饭的作用以及吃什么好。 机构还
制作了面向家长的简单的早餐食谱，指
出早饭的关键在于养成吃的习惯、 按时
吃、和家人一起吃。社区里也常开展一些
家人一起吃早饭的活动，在日本，像这样
通过吃饭进行的健康教育和学习礼仪礼
貌的“食育”，已在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

中广泛开展。
调查显示，日本的高中生“缺餐”的

比例低，在小学和初中时能够做到“不挑
食”的比例分别在 47.9%和 59.7%，到了
高中“不挑食” 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
65.9%。可以说这和日本注重“食育”有很
大的关系。

在亲子关系方面， 日本中小学生和
父母聊天的频率比较高， 尤其是小学生
和父母经常聊天的比例高达 85.3%。 这
与日本中小学生多和家人一起吃饭或看
电视等特点有很大关系。 日本某机构的
一次问卷调查显示，“经常和家人一起看
电视” 的小学生为 70.8%， 初中生也在
66.3%，“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总聊天”
的高中生比例为 66.4%。 亲子聊天的话
题则多为学校或朋友， 学习方面的话题
谈得并不多， 尤其是小学生，“聊天内容
多为学习”的比例只有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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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里的家风故事

克己奉公：东汉名臣祭遵的家风故事
[成语]� 克己奉公
[释义]� 指控制自己的私欲，以公事

为重 。 形容对自己要求严格 ， 一心为
公。

[出处]� 《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
第十》：“遵为人廉约小心， 克己奉公，赏
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绔，布
被，夫人裳不加缘，帝以是重焉。 ”

[大意]� 祭遵为人低调，俭朴廉洁，注
重约束自己，事事以公为先，所得赏赐都
分给将士，家中没有多余的私财，身穿布
衣，盖粗布被子，妻子也是身穿短衣，这
种风范，让皇帝十分敬重。

[家风故事]� 在东汉初期，跟随东汉
光武帝刘秀的文臣武将， 大多都是地主
豪强，重私利而轻国家。 少数清廉忠贞、
勤苦为国的英才，留下了好的家风。祭遵
就是其中之一，“克己奉公” 这个成语就
是由他而来。

祭遵到刘秀手下最初常被安排去做

一些小官，没有领兵上阵的机会，但他每
一样都做得很严谨。 后来在他所负责的
范围内， 碰上了刘秀身边一个奴仆违反
军令， 祭遵二话不说就依照军法将其斩
杀。刘秀得知后大怒，但在身边谋臣的劝
谏下， 意识到自己治军所需的正是祭遵
这样公正无私、敢于执法的人。于是刘秀
转怒为喜，并将其提拔为“刺奸将军”，专
门负责纠察整治军队中的腐败违法现
象。

得到信任的祭遵， 逐渐开始展示他
的才华，不久便得到了领兵的机会，开始
为了天下一统南征北战。他作战勇猛，曾
被弩箭射中胸膛，血流如注，却不让人包
扎，也不后退疗伤，而是更加拼命地临阵
指挥。他与来歙也是好搭档，多次并肩作
战。 在讨伐隗嚣的战争中， 两人紧密配
合，屡立奇功。

如此良才，刘秀自然恩宠有加。刘秀
曾将皇帝用的御盖赐予祭遵， 还曾亲自

到祭遵的军营中犒劳
将士。

但祭遵却一直保
持他的俭朴本色，没有
因为成为功臣就开始
享福。他一直注重克制
自己的私欲， 所得赏
赐，都拿来分给为他出
生入死的将士，由此深
得军心。而他自己却从
来没有买田买地，也没
有给家人谋什么官职
和福利。 当刘秀手下那帮地主豪强忙着
修大宅子，用名贵丝绸做衣物时，祭遵还
是穿着当年的粗布衣服，盖着粗布被子，
他的妻子也是一样，数十年来，物质生活
毫无变化。

祭遵死后，刘秀极为悲痛，为其举办
的丧礼超过其他将领， 还曾多次到其坟
上祭拜，因为他知道，自己手下这般清廉

刚直的臣子并不多， 祭遵
走了，太可惜。

由于长期操劳国事，
无暇顾及私事， 祭遵竟然
连子嗣都没有留下。 后来
刘秀便从其族人之中，找
了一个名为祭肜的作为继
承者。

祭肜是祭遵的弟弟，
在他身上， 同样有一股清
廉刚直、一心为国的家风。
与兄长类似， 最初刘秀对

他也没有多在意，只是让他当个县令，主
要还是负责照看祭遵的坟墓。 但祭肜在
短短时间内， 就将一个盗贼横行的县治
理得井井有条， 是当时所有县令中政绩
最为出色的一位。他让刘秀再度认识到，
这一家人都不简单。随后祭肜得到重用，
被任命为辽东太守， 负责守卫东汉王朝
的北大门。 摘自《新湘评论》

儿子 10 岁时，脑瓜子特
别灵，思想表现也不错，每学
期都被学校评为“三好学
生”，做父母的为此感到高兴
和欣慰。 不过，有一桩事，我
们拿他没办法，那就是害怕
打针。 遇到打预防针时，他
不是哭哭啼啼，就是东躲西
藏，让医生无法“下手”。

记得有一次，儿子不慎，
脚底板被锈迹斑斑的铁钉戳
了一个洞儿，需上医院打针
上药。 他哭着嚷着，就是不
肯去。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
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到医院。
岂料，当我从药房领取注射
药水后，却发现他已逃之夭夭了……

儿子是个电视迷， 尤其喜欢看动
画片和武打片，其中大型动画片《哪吒
传奇》，他一集也不落下，到了废寝忘
食的地步， 就连片头片尾的歌也烂熟
于心，有时还边看边唱。 特别是对片中
哪吒智斗忖王、 申公豹等情节十分入
迷，电视放完了，他仿佛仍沉浸在剧情
之中。 我灵机一动，何不来个将计就计
呢？ 于是，我故意说道：“哪吒，他个头
跟你一般高，年纪跟你一般大，可是，
他很勇敢，‘千征百战斗魔法’，是个了
不起的少年英雄， 一个真正的男子
汉。 ”儿子在旁边连声附和。 见火候已
到，我话锋一转：“不像有的人，打针都
哭哭啼啼， 躲躲藏藏的， 哪像个男子
汉！ ”顿时，儿子脸上露出羞赧之色。我
趁热打铁因势利导， 告诉他：“除了你
喜欢的哪吒之外， 还有你非常熟悉的
小英雄王二小、雨来、小兵张嘎等等，
男子汉就要像他们一样坚强、 英勇无
畏……”儿子似懂非懂，仿佛明白了什
么。

后来，班上打预防针，他总是第一
个“赤膊上阵”。 班上出现打架、损坏公
物等不良现象时， 他总是勇敢地站出
来制止……每当儿子遇到困难胆怯
时，我便以“男子汉”来激励他，渐渐
地，“男子汉” 形象在他的一言一行中
体现出来了。

前不久，儿子加加拿回来一张惨
不忍睹的试卷，不会的做错，会的也
没一道做对的， 不是最后算错结果
了，就是写着写着抄错数字。 这让我
十分生气。

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给他讲题
时他浮躁的情绪，我最终把问题的症
结归到了学习态度上。 加加爸爸说：
“批评学习态度， 其实就是家长把压
力转嫁到了孩子身上，因为自己已经
找不到教育的方向。 ”

批评学习态度竟然等于转嫁压
力，这观点我还是头一次听到，吃惊
不小。 但仔细想想， 好像还挺有道
理。 我正思考着这个问题，只听加加
爸爸接着说：“刚才你叫他去复习，
我突然灵光一闪： 在他脑子里，‘复

习’就是两个字‘复习’，至多就是把
书看一遍，这个是整体性思维。 实际
上，‘复习’看似两个字，其实可以细
化为无数个步骤， 比如复习英语可
以包括读 3 遍单词或加读 3 遍课
文，这就是分析性思维。 虽然整体性
思维对于重大的科学发现非常重
要，但是对于孩子而言，他现在缺乏
的是用分析性思维的训练来解决问
题。 ”

听他这么说，我才恍然大悟。 批
评学习态度看似正确， 并且触及了
问题的根本， 实际上还是一种消极
的、让孩子摸不着头脑的教育方式。
积极正面的方式应当是， 根据孩子
的具体情况， 帮助他找到问题的解
决方法。

那晚，我“受教”的同时，儿子也
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学习热情和主
动性。 他没像以前那样，不到 10 分钟
就出来说“我复习完了，我读完了”，
而是一直在看书，好像有很多计划要
完成。 看来，让孩子明确知道他该做
什么，比泛泛地教育他“端正学习态
度”管用多了。

现在，儿子还是时不时给我点小
“惊喜”，比如被罚站，比如家长会上
被批评。 我依然会很失落、焦虑，但我
不再把他的问题简单归为“不求上
进”或“态度不端正”，然后责备一通
了事。 我还做不到像他爸爸一样凡事
理性分析，但是，我不再简单地把压
力转嫁给孩子， 这也是一种进步，不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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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国民运动：早睡早起吃早饭
□ 胡霞

家长课堂 教子路上，别悄悄转嫁压力
□ 付雪

异国之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