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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 扶危济困
[释义] 扶，帮助；济，搭救、拯救。 扶

助有危难的人，救济困苦的人。
[出处 ] 明·施耐庵《水浒传》第五十

五回：“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
想果然如此义气。 ”

[大意] 早就听说您以行侠仗义，于
危险之中救人而闻名于江湖， 没想到还
果真如此。

[家风故事 ] 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人
物，不仅自己做了许多扶危济困的好事，
还将其化为家风，开创了一个古代的“慈
善基金会”，存在了数百年，所造之福，从
宋朝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成为一大奇
迹。

他叫范仲淹。 他有一名句言———“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绝
非空言，而是其家风的一种反映。

范家是书香门第，自唐朝开始兴盛，

历代都有学而优则仕的人物， 同时也早
就形成了清廉刚正、仁善好施的家风。 只
不过到了范仲淹时，家道没落，父亲在他
两岁时便匆匆离世。 孤儿寡母只得依附
一朱姓人家，范仲淹也因此改名为朱说。
朱家对待这外来户十分刻薄， 以至于范
仲淹幼年读书时曾寄居于寺庙之中，缺

衣少食。故而他考取功名之后，便毅然将
母亲从朱家接出，并恢复“范”姓。

按照寻常人的心理， 范仲淹在做官
发达之后，似乎应该采取一些报复措施，
可是他没有，反而在恢复姓氏、分家而居
后，还时常对朱家进行一些帮助，仁善之
心可见一斑。

范仲淹是北宋初年名臣， 曾掀起一
场改革风暴，还曾领兵抵御西夏侵袭，学
问上的造诣更是精深， 属于文武双全之
人。但他却过着贫寒的生活，官都当到宰
相级别了，还住在简陋破屋之中，没有买
田买地。皇帝曾封赏他百两黄金，他用来
周济穷人，买地办学，兴建起一座苏州府
学。教化之功，极为出色，引起朝廷注意，
下令天下效仿， 苏州一地更是从此文教
大兴，状元辈出。

到了晚年， 他将自己的余财都拿来
在家乡买了一千多亩良田， 成立了一个

“范氏义庄”，由范氏族人共有共管，救济
穷困族人， 避免自己当年孤儿寡母的事
情再度发生， 同时也会周济附近其他穷
人。“范氏义庄”堪称古代的“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从范仲淹创立开始，
存在了八百余年，到民国时期，由于历代
子孙的捐赠，其田地已多达五千余亩。

其子范纯仁， 是被评价为“位过其
父，而几有父风”的一代名臣，人如其名，
有许多仁善之举。 在为官之时，曾遇到辖
区饥荒，按照朝廷规矩，需要先上报再开
官仓放粮，范纯仁却知救民如救火，刻不
容缓，冒着丢官下狱的危险，毅然放粮。

有这样的家风，这样的子孙，也无怪
乎在传统家族已经普遍呈现出衰落迹象
的北宋时代，范氏却逐渐兴旺发达起来，
其仁善家风，与范仲淹创立的义庄一道，
长盛不衰。

摘自《新湘评论》

扶危济困：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家风故事
成语里的家风故事

孩子可爱时，你希望他永远是个孩
子；孩子顽劣时，你希望他像个大人。 这
是强盗逻辑。

有一天想带儿子出门吃饭，等我穿
好厚厚的羽绒服站到门口，才发现他还
坐在沙发上看书， 我顿时气不打一处
来，十分暴躁地催他快一点。

结果他不仅没开始穿衣服，还慢条
斯理地走到我面前说：“妈妈，我觉得你
最近好像变坏了。 ”

我没搭腔，只是继续催他穿衣服出
门。

到商场后，我想直奔饭店，可儿子
赖在玩具店门口， 一直磨蹭了很久；在
饭店坐定后，我在点餐，他绕着桌子来
回转圈。 我强压着脾气，再三嘱咐他安
静地坐一会儿，他都像没听见一样。

终于，我失去耐心，瞪大眼睛看着他，怒斥道：
“你能不能像个大人一样，安静地坐一会儿？ ”

像个大人？ 我忽然被自己哽住了。
他还是个孩子，我为什么要他像个大人？ 意识

到自己的问题后，我及时刹住了车，闭上嘴，继续耐
着性子，看一个 5 岁男孩的“胡作非为”。

虽然那真的很让人烦躁。
我问自己：如果儿子真的像大人一样，稳重地

坐在餐桌前，安静地享用美食，偶尔低头刷刷手机，
我会觉得欣慰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八成会忧
心忡忡：这孩子不爱动也不爱说，别是有什么问题
吧？

为了讨好父母， 让孩子放弃自己的成长规律。
他的快乐在哪里？

我们希望孩子提前学习， 幼儿园学小学的知
识，小学学初中的；我们希望他们提前适应社会的
运行规则，小孩子去学大人的世故；我们希望他们
专注、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控
制自己的情绪，哪怕内心已经火山喷发，也要装出
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 像大人一样。

为人父母，我们该明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成长规律。 一岁流口水，两岁吃手指，三岁抢东西，
四岁没礼貌，五岁疯疯癫癫，这所有的坏习惯、坏毛
病，其实都是他们对自己行为规则、对世界运行底
线的探索啊。

让孩子像孩子一样长大，让他有更多机会享受
他的童年，让他放肆地奔跑释放体能，让他高声尖
叫宣扬快乐，让他嚎啕大哭宣泄情绪，让他爬高下
低探索世界。

让他就只做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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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取名
祖望，次子思杜。 他在《我的儿子》
一文里说：做父母的，对子女绝不
可居功，绝不可示恩，千万不可把
自己看作“放高利债”的债主，而要
彻底解放孩子。 所以，他一直主张
让孩子过自己的生活， 走自己的
路。 祖望在苏州读中学，胡适有一
封家书给他，对他小小年纪就离开
家庭，表示很难过，但仍说，“我们
为你想， 离开家庭是最好的办法。
第一使你操练独立的生活，第二使

你操练合群的生活，第三使你觉得
用功的必要。 最要紧的是，做事要
自己负责任”。 即使对体弱多病的
小儿子，也要他离开上海的母亲到
昆明西南联大去读书，并且把没有
离开家庭，称为是思杜“最不幸的
一点”。

由此可见， 胡适的“教子经”
中，最突出的，一是不把养儿教儿
视为自己对子女的恩赐。二是鼓励
甚至逼迫孩子在独立生活中学会
承担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

如今有些父母虽然在经济上
“养儿防老”的观念正在淡化，但仍
希望从“养儿”这一投资中获取精
神上满足的“利润”。以至于把子女
紧紧捂在身边，上了大学父母还要
去“陪读”。 寻工作、找对象离不开
父母帮助，也成了当今的一大社会
现象。 想想当年兵荒马乱，胡适却
敢于让读中学的儿子离开家庭，
“操练独立的生活”，这样的“教子
经”， 恐怕仍然值得今天的父母们
借鉴。

胡适的教子经
□ 金海燕

对于中国的家长来说， 陪孩子
写作业是一场“灾难”，有人调侃说：
不写作业时 ，母慈子孝 ，连搂带抱 ;
一到写作业， 鸡飞狗跳， 呜嗷喊叫
……

在英国，一家因设立“全球教师
奖” 而出名的慈善教育组织瓦尔基
基金会对来自 29 个国家的 2.783 万
名家长进行调查发现， 中国有 78%
的家长坚持每天陪孩子写作业，且
每次陪伴的时间至少一个小时。

关于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看
看外国家长的经验：

后果自负型：

“我不认为家长能真的‘督促’
孩子。 我们能做的就是告诉孩子们
学习的重要性， 希望他们能受到激
励而自发地学习。如果不学习，她们
会失败， 会承受后果。 孩子越早失
败，这个后果越可控。当孩子在小学
或中学时拿到坏成绩不是什么大
事，不影响大局。 ”———Jenny

� � � �陪伴型：

“我会选择和孩子们一起在一
个房间里， 把这个房间叫做“作业
室”。 当孩子们做作业的时候，我也
会做我的“作业”（看书，写字），这样
孩子们知道我们都有重要的事情要
做。如果孩子们觉得当他们学习时，
而周围的人却都有可自由支配的时
间，他们就不能够专心。作业是他们
的责任，练琴也是他们的责任。我的
陪伴对他们是一个大的激励， 我会
在每项作业后安排一个休息时间，
做作业 30 分钟， 休息 5～10 分钟，
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Mary
� � � �自我管理型：

买一个计时器。 告诉孩子们如
果他们努力做，而且做得好，他们就
可以自由选择 30 分钟的活动。我和
孩子们因此一起玩了很多的游戏。
———Pam

� � � �劳逸结合型：
“有时真的是非常容易过多地

安排孩子们的活动， 因为我们总是
怕错过了给孩子的一些机会。 孩子
们确实需要放松的时间， 我指的不
是看电视或玩电子游戏， 而是有创
造性地玩或者到室外活动。 孩子越
大越难有这样的时间， 所以他们小
的时候需要放松多一点。 如果我已
经给了孩子放松的时间， 也给了他
们做作业的时间， 但是他们还没有
做的话， 他们就不能再玩电子产品
了。有时，一个固定的作业时间比较
有效。 孩子们做作业， 我在旁边看
书，或者做饭。 ”———Mellis
� � � �调整作息型：

“当我的小孩为作业挣扎的时
候，我试过很多办法。 最成功的是放
学后先去做一些释放体力的活动，然
后给他们吃东西， 给足他们一个小
时。 然后到一个公共场所去写作业，
比如图书馆，直到他们写完。 回到家
再吃饭， 我的孩子们都想早点回家，
所以他们做作业很快。假如孩子抗拒
作业大哭大闹后， 我会连续 3～4天
这样对付他们。然后我们再回到正常
的作息。只要他们因为做作业而哭的
时候， 我就采取这个办法。”———Jane

摘自《海外星云》、搜狐网等

异国之鉴

国外的家长这样陪孩子写作业

教子有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