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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儿子很不喜欢背古文，几乎每次都不能完

整地背出来。这天，我看到他在玩我的手机，我

就走过去看他在玩什么，原来，他正在看视频。

这些小视频有的搞笑，有的励志，也有的很无

聊。于是，我从儿子手里拿过手机，打开了预先

已经存储好的视频，故作惊讶地对他说：“快看

看，这个人真是太厉害了！”

儿子好奇心一直很强，他一听我惊讶的声

音，马上就伸过头来和我一起看。手机里的画

面是一台缝纫机和一双女人的手，只见这双手

拿起一片布料，紧接着又拿起和它相对应的另

一片布料，然后放在缝纫机里，只听见几秒哒哒

哒的声音，一条裤腿就做完了。

儿子看视频时，我在一旁惊叹地说：“这手

速真快，简直就是创造奇迹啊！”儿子也在旁边

故作老成地说：“这个阿姨真厉害！”

接着，我又打开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一个

车间女工，她用最快的速度包装床单，那速度简

直就是极致。只见她双手拿过一个板子后，就

向内折叠，然后再折叠，几次之后就打包完了。

最让人惊讶的是，她不仅速度快，动作看起来还

很优美，这行云流水的动作不像是在工作，倒像

是在跳舞。儿子看得眼睛都直了，嘴里直呼：

“真是太厉害了！”

这时，我收起手机说：“这些阿姨是不是很

厉害？其实她们都是普通人，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她们日积月累，长期练习一件事之后创造出

来的奇迹。”

儿子撇撇嘴说：“那都是高手，才不是普通

人。”我说：“她们真的是普通人，只不过就是专

注地做一件事情，每天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地

做同样的动作，日子久了，当然就厉害了。你要

是不信，咱们就来做个试验，你也能这样厉害！”

儿子一听，眼睛瞪得大大地说：“我也能这

样厉害？”

我笃定地说：“对啊！不信你试试！”

儿子急忙抓住我的手说：“那你快告诉我怎

么办？”

我微微一笑，说：“我们不用那么长的时间，

就给你两个小时，你试着背一篇古文，只要你一

直背，你就能变成“最厉害的人”！”儿子有些怀

疑，我赶紧趁热打铁，说：“不信我们用视频作

证。”儿子听我这样说，马上有了兴致，开始拿起

书背起古文来，我则拿着闹钟坐旁边陪着他。

不一会儿，儿子就说他把这篇古文背下来

了。我看看闹钟说：“现在时间才过去 35分钟，

你背背试试？”

我给儿子录制小视频，可儿子背得结结巴

巴，他有些丧气。我鼓励他说：“还有 1小时 25
分钟呢，时间还没到，继续加油！”儿子又开始背

了。

时间过去1个小时时，儿子已经基本上把这

篇古文完全背诵了下来。我告诉他：“还有 1个

小时，别着急，你继续背！”儿子委屈地说：“我都

已经背下来了！”我说：“还有时间，别忘了你想

要成为最厉害的人，你不是要创造奇迹吗？”

于是，儿子一鼓作气地接着背。约定好的

两个小时到了，他不仅仅把古文背了下来，孩子

自己找了很多材料，连文章的释义都知道了。

我看时间已经到了，就对他说：“儿子，来，

我给你拍个视频，看看两个小时之后的你有什

么不一样？”

儿子的表现是惊艳的，字正腔圆、发音准

确、背得流畅清晰。我把两个视频对照着给儿

子看，看到自己出色的表现，儿子惊呆了。于

是，我跟儿子商量，把视频存起来，收集整理，最

后做成一个系列，儿子欣然答应了。

其实教育的智慧不在于强势，而在于引

导。抓住孩子的好奇心，教育就会事半功倍。

家长不是老师的高级助教，

要做孩子养成良好品德的榜样

作业写完了吗？奥数题做得

怎么样？你怎么又在玩手机？李

淑英指出，这3个问题是家长在和

孩子对话中问及最频繁的问题。

“一些家长以为家庭教育就是督

促孩子完成作业和课外培训。”

李淑英说，“如果是这样，那家

长和老师的高级助教有什么区别

呢？”在她看来，家庭教育并不是

课堂教育的延伸，家庭教育的核

心内容是培养孩子基本的品德和

人格。

至于如何培养孩子健全的人

格和高尚的品德呢？李淑英认

为 ，“ 身 教 ”的 作 用 远 大 于“ 言

传”。因此，家长首先要修身养

性，形成良好的家风家教。家长

认真兑现每一个承诺，才会使孩

子学会诚实守信；出门吃饭时做

到光盘行动，才会使孩子懂得珍

惜粮食；遇到困难时团结一心、共

渡难关，才会使孩子变得勇敢坚

强……

李淑英提醒家长们，家风、家

教一定是从家庭成员长期以来坚

持的行动和作风形成的，而不要

搞成一条又一条的规矩和禁令。

孩子在从父母真实的行为中明白

的为人处世的道理，才能根植到

人格深处，成为孩子一生发展的

基石。而条条框框的“规矩”只会

束缚孩子的天性，使孩子难以做

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父母关系和谐，相敬如宾，

对孩子的成长也很重要。”李淑英

说，“这有助于孩子找到安全感和

归属感。”她经过研究发现，安全

感、归属感强的孩子，在生活和学

习中更能采取积极的行动，反之

则会更加消极。她建议家长们，

如果孩子成绩不好，或者养成了

一些不好的习惯，经过长期的教

导都没有较好的改善，不妨尝试

给予孩子更多的安全感，通过肯

定、支持，“曲线救国”。

无条件地爱孩子，才能得到

孩子的信任

“‘你乖不乖？不乖，我就不

要你了。’我常常在街上听到爸爸

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这样哄小朋

友。”李淑英说，“虽然这只是家长

吓唬孩子的方式，但却反映出长

期以来存在却容易被忽视的问

题：父母的爱是无私的，爱的方式

却是有条件的。”

没有做完作业就不能玩游

戏、考试不及格就不能买心爱的

玩具、没考90分以上就不带孩子

出去旅游……许多父母和家庭都

习惯用这种讲条件的方式，激

励、教育孩子。其初衷当然是为

了孩子好，但是长此以往，容易

在孩子心中形成压力和误解，让

孩子认为只有自己达到了父母的

要求，才能得到肯定和爱。其结

果就是，孩子考试没考好，或者

犯了错误，最怕的就是被父母知

道；孩子遇到了其他重大的困难

和挫折，也往往是父母最后才知

道。

哪一对父母不希望孩子得意

时能真心跟自己分享喜悦，失意

时能第一时间向自己寻求帮助

呢？为此，李淑英建议家长们用

无条件的方式去爱孩子，尽量避

免在学习、生活中跟孩子谈条件，

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是爱他本

身，而不是爱他优秀的成绩、良好

的表现。这样，孩子才能无时无

刻信任父母，在犯错时，才不会

隐瞒父母；在受挫时，才会从父

母身边寻求帮助。希望父母能在

适当的时机告诉孩子：爸爸妈妈

希望你变得优秀、过得好，但无

论你未来是怎样的，我们都会爱

你、支持你。

在一些家庭中，还存在祖

辈越界干预孩子教育的情况，

一般表现为，爸爸妈妈觉得孩

子还能再学习一会儿，爷爷奶

奶认为不能累着乖孙了。如何

处理祖辈和父辈教育理念的不

同呢？李淑英认为，双方首先

要协商，求同存异，如果实在

不能达成一致，还是应该以父

母的意见为主，毕竟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监护人。同时，她提

醒，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忽视孩

子的需求，应该保证孩子的发

言权。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都要尽量避免以“这

是为了你好”“我觉得你冷了”

“我觉得你饿了”的方式爱孩

子，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问

题，多跟孩子平等地沟通，了

解孩子真正的需求，学会用孩

子想要的、能接受的方式爱孩

子。

讲座中，李淑英还指出，对

待孩子的成长教育，家长站在个

人发展的立场，而学校则是站在

社会发展的立场，这可能导致家

长和学校在教育理念、方法等方

面的不同。她建议，家长们以学

校的教育理念为主，因为育人的

目的终究是要让孩子成为对社会

有用的人。同时，学校要积极与

家长沟通，帮助爸爸妈妈们成为

更好的家长，互为支持、互为补

充地共同营造良好的家校环境，

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虽然我很忙，但我真的很爱你

为唤醒更多家长的教育意识，做到知行合一，《教育导报·家教周刊》邀请高级教师、成都市蓉府阳光幼儿园园长归云特别打造“云老师教育知行录”专栏。

云老师云老师
教育知行录

时下，“忙碌”成为了大多数人的

主旋律，人到中年更是如此。事业处

于上升期，孩子到了教养期，当父母

很多时候变成了小时工。过于忙碌

的时段，小时工还直接旷工，几天不

见人。如果说爱是一种长情的陪伴，

那么，时下有多少父母能合格于这样

的爱？

我也不例外，工作、家庭、个人成

长几边顾，忙碌的日子里，生活过得

像是打地鼠，打下去一个又冒出来几

个，幼儿园里有重大活动的时候，也

许一连几天都回家很晚。工作的责

任让你责无旁贷，而面对家庭，自责

也无济于事。我不是一个简单停留

在抱怨、愧疚中的人，我知道那只不

过是情绪的一种消极抒发，我们更多

地需要去思考怎样行动，怎样把对家

庭、对孩子的影响降到最低，怎样主

动去化解因为工作繁忙导致的家庭

矛盾。

今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由于疫

情影响，为了准备幼儿园复课的相关

工作，我和我的团队已经不知道忙碌

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回家的时间一连

几天都很晚，陪孩子的时间被一再缩

减。我知道必须做点什么来把影响

降到最低，把良好的亲子关系持续建

立。不管再忙，爱总是要让孩子感觉

到的。

第一步，态度先行，赢得包容。
如果生活注定忙碌，父母与孩

子之间空间上的物理距离变大，那

我们就尽量减小情感的距离吧。把

你的忙碌真实地告诉孩子，把你的

歉意真诚地告诉孩子。通常情况

下，我会主动跟孩子道歉：“对不起

青青、采麦，妈妈最近太忙了，没

有很好地陪伴你们，我感到很抱

歉，妈妈需要你们的理解和包容。”

孩子真的很善良，往往当大人如此

真诚地给他们道歉时，他们即使在

情感上仍存有些许的抱怨都会渐渐

释怀，变得宽容。我在想，这个过

程不仅是和孩子真诚和解的过程，

也是培养孩子宽容品格的好机会，

让孩子明白大人的世界也有很多的

无奈，也需要得到宽容和理解。父

母教养的态度很重要，忙碌的父母

教养的态度更重要。

第二步，主动约定，赢得理解。
当然，再忙也要有尽头，所以

父母要主动跟孩子做约定，让孩子

有期待。当然，约定一做就必须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努力达成

约定。通常情况下，当我连续好几

天过于忙碌时，我都会抽出一个周

末好好陪家人来一趟近郊旅游。这

一天，专注于陪伴，专注于生活，

让孩子感受到我的真心、真情和真

诚，绝不一心二用，绝不敷衍，让

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感知到足够多

的爱和安全。短暂的“黄金陪伴”

有的时候胜过无数心不在焉的空洞

在一起。

第三步，关键时刻不掉链子，赢
得孩子的信任。

生活需要仪式感，仪式感不是形

式上的做作，仪式感应该像《小王子》

里写的那样，“我知道在什么时间、什

么地点你会来见我，让我妥妥地感到

我很重要。”很喜欢《小王子》一书中

对于仪式感的诠释，成人世界尚且期

待这样的仪式感，更别说孩子了。在

一些重要的事件上，父母必须在场。

不管再忙，孩子的生日、孩子参加某

项比赛、孩子的颁奖典礼、亲子活动、

见证孩子进步的会议……你必须在

场，即使这需要克服种种困难。这些

重要的时刻，孩子需要的只是和你一

起见证，关键时刻你不掉链子，才能

赢得孩子对你的信任。

演员陈道明曾经说过：“把所有

该回家的人都召回家，这个社会就

会安定许多。如果每个晚上家庭里

的灯都如期亮了，那也是一种新时

尚。”对此，我深表认同，即使再

忙，通过各种有限的真情陪伴，“我

很爱你，你很重要。”也要让孩子深

深地笃信。

好奇心制胜法
■ 陈宏宇

教育好孩子
先成为好家长

前段时间，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一中某

初三男生因为在校犯错请家长，被母亲扇耳

光后跳楼。悲剧的发生令人痛心，但也不得

不让我们反思：为什么当孩子遭遇挫折时，父

母却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不

是支撑孩子重拾信心、勇往直前的“定海神

针”。怎样的父母、怎样的家庭教育才能使孩

子健康成长，成为坚强、独立、有能力的人？

成都市菁蓉小学校长陈曦认为，在孩子

的成长教育过程中，家长同样需要学习，学习

如何认识和承担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和

职责；学习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爱孩子，而不是

以爱之名影响、伤害孩子。为此，菁蓉小学和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联合创立

了“菁蓉小学家长成长学院”，希望通过一系

列的父母成长课程、亲子关系课程、家校合作

课程，教会爸爸妈妈们做家长。

“家长成长学院”创立当天，四川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德育教研员李淑英为现场1000

多名家长带来了家长成长学院的“第一课”。

■ 记者 钟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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