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文史
2022年6月2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润琴美术编辑：卞锐

名
人
如
何
教
子

姚
秦
川

“狗拿耗子”并不是多管闲事
许晖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对儿女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儿女可以说是父亲的影子。这不是简单的子

承父业，更是一个家庭家风家教的具体体现。在古代文学史上，一脉相承的家风家学渊源造就了很多优秀的父

与子，使得他们美誉叠加，备受后人称颂。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数苏家三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王氏父子（王

羲之、王献之）和大小晏（晏殊、晏几道）了。笔者近来梳理了几对相对不甚出名的父与子，今日与读者分享一二。

语词精奥

刘永加

俗话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把狗去捉拿耗子视为不务正业。不

过鲜为人知的是，在古代，狗的主要职

责之一就是捉拿耗子。

猫的驯化远远没有狗那么早，先

秦的时候，猫还属于山林动物，逍遥自

在地在山林之间游荡，跟宠物的概念

丝毫不沾边。猫的主食是出没于农田

之中的田鼠，而不是家鼠。周代岁末

举行祭祀时，迎请的八种神之一就有

猫，并且将猫和老虎归为一类，可见猫

还是野生动物。这就是《礼记·郊特

牲》中所说：“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

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那么，早就猖獗的鼠患问题是怎

么解决的呢？答案是：训练捕鼠犬。

据《周礼》记载，周代有“犬人”一职，职

责之一是：“凡相犬、牵犬者属焉，掌其

政治。”东汉学者郑玄注解说：“相谓视

择，知其善恶。”唐代学者贾公彦进一

步解释说：“犬有三种：一者田犬，二者

吠犬，三者食犬。若田犬、吠犬，观其

善恶，若食犬，观其肥瘦，故皆须相之。”

捕鼠犬当然也需要“相”。《吕氏春

秋》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齐有善

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

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

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

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

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这

条狗显然自视为追捕獐、麋、野猪、鹿的猎

犬，因此要把它的后腿绑起来，让它明白自

己的职责是捕鼠。

至迟到西汉时期，猫已经被驯化，专

门用来捕鼠。唐代猫的家族开始大规模

地繁衍起来，家家户户都开始养猫捕鼠

了。到了今天，猫更是被作为宠物豢养，

捕鼠的功能逐渐退化。狗呢，看见老鼠

目不斜视，动都懒得动一下，当年捕鼠的

主要职责大概早就从基因中删除了。

教子成才是每一位父母的心愿，谁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伶俐，长大后事

业有成。当然，每个人教育孩子的方式

方法各不相同。那么，名人是如何教育

自己的孩子的呢？

傅庆泰教子

儿子傅作义6岁那年，父亲傅庆泰

东拼西凑才借够上学的费用，勉强将

儿子送进了太原陆军小学读书。经过

多年苦读，17岁时，傅作义以第一名的

优异成绩，被保送进入北京清河镇第

一陆军中学学习军事。此时的傅作义

总觉得自己聪明过人，不仅内心有些

飘飘然，而且在吃穿方面也不自觉地

和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攀比起来，花

起钱来大手大脚。有一次，因为不注

意节省，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傅作义便

花光了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只能向同

学借了二十两银子度日。

寒假回到家后，傅作义将借钱的

事儿告诉了父亲。他当时想，父亲一

定会狠狠地将他“收拾”一顿。然而，

令傅作义惊讶的是，父亲竟然没有批

评他一句，而是将他直接带到了黄河

边上，对他说：“脱掉军装，跟我一起下

河吧。”傅作义不明白父亲葫芦里卖的

什么药，又不敢多问，当他看到父亲脱

掉衣服跳进冰冷的河水中时，赶紧也

脱掉身上的衣服跟着跳了进去。此时

正值寒冷的冬季，河水冰冷刺骨，傅作

义全身泡在水里，冻得瑟瑟发抖。

直到这时，傅庆泰才看似漫不经心地

对儿子说：“从这里背一个客人到对岸，每

次能挣两枚铜钱，我给你的学费和生活费，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积攒下来的。”听了父

亲的话，傅作义一时间羞愧地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傅作义再也不敢忘记

父亲的教诲，一生崇尚俭朴，后来被人

称为“布衣将军”。

钱玄同教子

16岁那年，钱三强在父亲钱玄同的

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当时

上课时学生问答都要用英语，这对于只

学过法语的钱三强来说，很是困难。钱

玄同担心儿子打退堂鼓，便鼓励他说：

“既然确定了目标，就不用害怕和退缩，

而是应该用艰苦的劳动去实现自己的理

想！”父亲的话给了钱三强极大的鼓励，

半年后，他的英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后来，钱三强又以优异的成绩考

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那年，他

想去国外继续求学深造。当时有消息

说，留学公费生考试只有一个镭学专

业的名额，钱玄同于是鼓励儿子前去

应考。经过努力，钱三强顺利拿到这

个宝贵的名额。然而不幸的是，钱三

强准备出国前夕，钱玄同意外得了重

病。当时钱三强非常难过，一时不知

该怎么办才好。钱玄同看出了儿子的

心事，将儿子叫到身边安慰说：“你学

的科学将来对国家有用，你现在最主

要的任务就是出国好好学习，心里不

要有任何包袱。”

那天夏天，24岁的钱三强流着泪告

别父亲，前往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

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指

导教师是镭发现者居里夫人的女儿和

女婿。得知这一消息后，钱玄同高兴地

给儿子写信道：“你有了很好的指导老

师，要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振兴中

华！”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学成

归国后，成了一位著名的原子能专家。

钱玄同在教育儿子方面，除了采

用激励的方法外，更多的则是像朋友

一样，遇事和儿子一起商量解决，非常

尊重儿子的意见。

丰子恺教子

丰子恺在孩子们长到六七岁时，便

开始教他们练习写作文。值得一提的

是，丰子恺在教写作文时，并没有让孩

子们看一些深奥的八股文，而是别出心

裁地先给孩子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

讲完后，便要求他们凭着记忆写下来。丰

子恺表示，这种办法不仅能锻炼孩子们的

记忆力，还能锻炼每个人的表达能力。《赤

心国》是丰子恺当时所讲的故事之一，后

来他还给《赤心国》加上了插图，于是便成

了一本有趣的儿童故事连环画。这个题

材是丰子恺自己想出来的，他一生厌恶人

间的虚伪奸诈，希望自己的孩子有颗坦然

外露的赤心，诚恳待人。

除了用讲故事的方法教导孩子写作文

外，丰子恺还会不定期地出一些命题作

文。比如有一次，他便让几个孩子写一篇

搓麻将的说明书。乍看这个命题有点可

笑，写说明书似乎也与作文无关。当时，孩

子们都不明白父亲为何要让他们写说明

书，而且，学校也不会考这种文体。丰子恺

则笑呵呵地回答道：“让你们写说明书，就

是想让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会换一副科学

的头脑，去探究那些不易涉及的事情。再

说，写说明书比起写作文难度要大，除了要

写得一看就懂外，还能推广应用，这对于提

高你们的写作水平有益无害。”

正是因为有了丰子恺的悉心教导，他

的七个子女在长大后个个都事业有成，既

有大学教授，又有科学院研究员以及出版

社编辑等，所以，不得不承认丰子恺确实

教子有方。

梁启超教子

1913年年初的一天，梁启超带着儿

子梁思成外出游玩。父子俩玩累了，便在

一个市场的旁边驻足休息。

不多时，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年轻小商

贩推着小推车走了过来，停在了父子俩身

旁不远处的一个亭子下面。显然，小商贩

经常来此做生意，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

悉。停下车后，小商贩先是从袋子里抽出

几根竹签，然后又从另一个袋子倒出几十

个颜色鲜艳的山楂，在父子俩的注目下，

手法娴熟地将那些山楂往竹签上穿。

小商贩在做这些时，除了不停地和来

来往往的熟人打招呼外，还会见缝插针，

热情地跑到隔壁一个卖小吃的老大娘摊

位上，帮助她擦桌子招呼顾客。做这些

时，小商贩脸上总是挂着笑，他的笑容也

非常感染人。

梁思成看在眼里，非常佩服地对父亲

说：“这真是一个手艺高超的小商贩。我

想，要是我们两人联合起来和人家比赛做

糖葫芦，也有可能比不过人家。”听了儿子

的话，梁启超认真地回答道：“这个小商贩

确实是一个高手，我们一定比不过人家。

他不仅糖葫芦做得好，更关键的是还非常

有爱心，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

方。所以不管何时，都不要小瞧任何一个

小人物，他们也有自己的‘闪光点’。”听了

父亲的话，梁思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长大后，梁思成曾在一篇文章中写

道：“父亲当时的教导让我明白了，在人和

人交往中，当遇到比自己强的人时，不贬

损他人的实力，不刻意夸大自己的能力，

既是一种涵养，也是一种修养。”

元
父子曲作家史天泽与史樟

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
形式，包括杂剧和散曲，是元代儒客
文人智慧的精髓。元曲以其作品揭
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语
言的通俗生动、形式的活泼多变，在
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
目的异彩。在元曲历史上，有一对
将军父子也成了元曲作家，他们就
是史天泽与史樟。

史天泽，元代名将。燕地永清（今
属河北）人。据史书载，史天泽年四十，
始折节读书，精于《资治通鉴》，立论多
出人意表。“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
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

史天泽爱贤乐善，金国灭亡后，
很多名士投奔了镇守真定（今河北
正定）的史天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
来成为元曲名家。加之史天泽本人
喜爱填词作曲，对元杂剧的创作演
出活动给予了直接的支持，从而使
战乱岁月中的真定文学蔚然成风，
成为元杂剧的中心和摇篮，并孕育
出了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以及
李文蔚、尚仲贤、侯克中、戴善甫、史
樟等剧作家，诞生了一批思想性和
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史天泽本人即是散曲作家，虽
然没有元曲作品流传下来，但在元
代戏曲资料《录鬼簿》中却把史天泽
列为散曲作家之名，“前辈已死名
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史天泽与元
词曲作家也有切磋唱和之作，其中
有一首《巡历太康》——“奉使孤城
驻马蹄，霜风猎猎战旌旗。一钩薄
暮天边月，照见禽荒旧地基”，表现
了一代良将的雄姿与气魄。

史天泽对杂剧创作也颇感兴
趣，与一些杂剧作家往来密切，白朴
lO多岁随父投奔史天泽，受到他的
器重，二人结为忘年交，白朴在其词
集《天籁集》中曾多次提及与史天泽
“欢游如平生”的深厚情谊。史天泽
的次子史樟，也是颇擅辞章的曲作
家，对此《录鬼簿》中也有记载。

史樟，子承父业也做了元代的
将军，曾任真定、顺天新军万户、金

吾元帅等职。同时，他喜庄、列之
学，常着麻衣草履，尝混迹于书会才
人之间，以“散仙”自号。史樟像他
父亲一样，对于元曲的创作颇感兴
趣。明朱权在其元曲杂剧理论著作
《太和正音谱》中，将史樟列于词林
英贤之中。元代著名学者、政治家
王恽对史天泽父子很是赞赏，其中
在《赠九万户》诗中称赞史樟的才华
和风采：“一篇秋水海疆阔，两袖醉
墨云烟春。猿翁学剑事迹秘，兰舌
解纷词调新。万事人间归一噱，双
旌烛影见来频。”

史樟曾创作杂剧《花间四友庄周
梦》，写的是太白金星带领风、花、雪、
月四仙女度化庄周成仙的故事，共四
折一楔子，此剧为杂剧“神仙道化”题
材开了先河。不仅这一出杂剧，他还
与马致远合作写了《风流李勉三负心
记》的南戏，是早期南戏作家之一。
史樟的创作中有散曲、杂剧、南戏，是
元代曲坛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

明
父子藏书家黄居中与黄虞稷

明朝万历年间，在金陵（今江苏
南京）的黄居中与其次子黄虞稷，痴
迷于读书、藏书，家中典籍宏富，名
扬天下，是当时十分有名的父子藏
书家。

黄居中，明代晋江（今泉州）
人。自幼颖悟，喜好读书，十岁能
文，万历十三年（1585）中举，授上海
县教谕，迁南京国子监丞，遂定居南
京。后转黄平知州，他辞官不赴，从
此一心锐意于藏书、读书与著述。

酷嗜典籍的黄居中，为官前就
经常四处借书阅读，每得异本，即使
鼠啮蠹蚀，也无不珍重携归，并亲手
补缀、抄录。为官后，黄居中的俸禄
多用于购书。到了晚年，他闭门谢
客，精心阅读，铅椠丹黄，其治学精
神十分感人。

黄居中一生藏书达六万余卷，为
了收藏这些书籍，他建筑了“千顷
斋”。千顷斋中以明人的著述最为齐
备，上迄明代十六朝帝王将相的著
作，下至布衣文人的诗文杂记，无不
搜讨网罗。

黄虞稷，自小受父亲熏陶，七岁
能诗，且刻苦好学，嗜书成癖。十六
岁入江宁郡学，博览群书，于典籍“问
无不知，知无不举其精义”。他一边
慎守先世藏书，整理先父遗藏，一边
广搜博采，使家藏增至八万余卷，且
多善本，并将千顷斋易名为“千顷
堂”，成为海内闻名的著名藏书家。

为了不断地增加藏书，黄虞稷四处
搜讨，每遇善本，常常不惜重金收购，每
当听说亲朋好友间有人得罕见之书或
是善本，他一定设法借阅、抄录。

距黄氏“千顷斋”十余里的龙潭，
有位著名藏书家叫丁雄飞，藏书两万
余卷，黄虞稷就经常去丁家借读、抄
录。两人很快成为挚友。他们彼此间
总是尽出家藏秘本，互通有无，相互质
疑问难。后来两人还订立了协约，每
月13日，丁雄飞到黄虞稷家借读、抄
录；26日，黄虞稷到丁雄飞家读书、论
学。黄虞稷从丁家抄录了许多秘本古
籍，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家藏。

黄虞稷深谙经籍目录之学，在父
亲所编《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的基
础上，增益编成了《千顷斋书目》三十
二卷，目录之富，体例之严，冠于明代
以后诸家目录。

清
父子诗人李天馥与李孚青

在清代，有一对父子被赞为“父
子双星”，他们就是合肥诗人李天馥
与李孚青。

李天馥自少颖异，遍读经史百家
之书，被人称为“神童”。清顺治十四
年（1657年）中举，顺治十五年进士及
第，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跻身仕途。
康熙年间，初为侍讲侍读充起居注官，
继擢少詹士、内阁学士，又擢礼部侍
郎，历转户、吏、刑、工诸部尚书。康熙
三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
书，擢居相位，总揆百司。三十多年
间，李天馥历中枢多部，职务虽不断变
换，但一身正气始终不变。

李天馥不仅是一位政绩卓著的能
吏，也是一位有相当成就的多产诗
人。他自幼爱诗，从政后一直孜孜不
辍，常与当时著名诗人王士祯、叶方
蔼、陈廷敬等互相唱和，“诗成而好事

者争传诵”。李天馥著有诗集《容斋千
首诗》和《容斋诗馀》。清初经学家、文
学家毛奇龄在《合肥相公千首诗序》中
说：“合肥夫子自汰其诗一万首为一千
首。”可见李天馥诗作之多。《侠客》是
李天馥早期诗的代表作：“年少悲歌
客，秋原落日情。快逢燕大侠，羞学鲁
诸生。问世都难合，论交每不平。怀
中三尺铁，风雨夕常鸣。”诗中借侠抒
怀，托剑言志，其纵横豪迈之情，急于
用世之心，溢于言表。

李天馥之子李孚青，受家风家教
影响，比他父亲更早慧，十五岁举于
乡，十六岁就登进士，殿廷对策擢高
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官翰林院编修。
当时李氏父子同朝为官，又都善于诗
词，一时风头无两。后李孚青辞官返
乡，后半生致力于诗，诗歌创作的成就
更加突出，著有《野香亭集》《盘隐山樵
诗集》《道旁散人集》等多种诗集。

李孚青从朝廷走到田园，对下层
人民生活疾苦有较深的了解，并能取
作诗料，加以吟唱，为民诉苦，《枣巷
行》《贫士吟》是其中的代表作。《枣巷
行》写的是清初徭敛沉重苛急，逼得穷
苦百姓家破人亡的现实，诗人愤怒地
控诉罪恶的社会逼得穷苦百姓生不如
死，“养蚕犹未周，朱符忽下乡，朝催鸡
豚尽，夕催老幼亡”。而《贫士吟》一诗
更是真实地反映出落第士子，尤其是
穷乡僻壤的贫士，含垢忍辱，过着极其
凄惨的贫困生活之情状，“焦先蜗庐相
如宅，床灶才可一篱隔。鸡行几案犬
卧门，蓬蒿四围无比邻。瓦稀茅碎雨
注面，晴时仰首星斗见”，贫士屋漏墙
破难以栖身的狼狈令人唏嘘。

王士祯在《野香亭集》序中，将李
氏父子的诗加以对比，指出李天馥的
诗“鸿博绝丽”，而李孚青的诗“承其家
学少变而为清新缠婉”。王士祯更是
盛赞李孚青的诗“其旨温以厚，其音和
以雅，其辞丽以则，读之者循环反复不
能自休”，这其中固然有其天分的原
因，而其父李天馥“精讨锱铢，覆量尺
寸，门庭以内，熏陶融润以成其材”，也
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家学渊源形成的家族文
化是骨子里的印记，是约定俗成的文化基
础，对后代的影响极其重要。父亲的眼界
格局，往往会影响孩子一生的精神气质，
这一点尤值得后来人警醒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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