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28日 星期六

编辑 周睿 美编 彭浩然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2

JYDB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2

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如果你白天上班忙乎了一天工

作，下班回到家想休息一下，老板却不

停地发微信、打电话给你，继续和你谈

工作，你是不是会很烦？而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孩子心目中那个很烦的“老

板”。

在很多家庭里，亲子交流的情况

是这样的：

孩子放学一回家，家长就迫不及

待地问，今天考试考了几分，能拿第

几名；

孩子一吃完晚饭，家长就分秒必

争地说，快去写作业，抓紧时间别磨

蹭；

孩子做了一晚上作业，想和爸爸

妈妈闲聊几句，家长却一脸严肃地

说，快去洗漱睡觉，养足精神明天还

要上学

…………

这样的亲子交流，三句话不离学

业，很容易让孩子厌烦。所以，家长要

克制自己和孩子谈话时三句话不离学

业的强迫症，在亲子交流中，要克制只

谈学业的强迫症，将有关学业话题控

制在70%的比例。

为什么“和孩子只谈 70%学业”？

因为孩子和我们成人一样，工作之后

都需要休息、放松，需要有张有弛。很

多时候，孩子的学业压力甚至高于成

人的工作压力。我们一般情况下了班

就能回家，不少孩子却还要上各种补

习班、培训班、兴趣班。而处于成长过

程中的孩子比成人更需要生活的调

剂、情绪的宣泄、亲情的滋养和来自家

长的心理指导。所以，除了学业之外

的那30%的交谈内容尤为重要，它能让

身心疲劳的孩子得到释放，减轻压力，

也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家庭的

温暖以及生活的乐趣。

那么，这30%，我们和孩子聊什么？

10%聊校园生活。校园生活一定

是孩子最感兴趣的，也是孩子最喜欢

和家长聊的。注意，这里的校园生活

无关学业本身，而是指发生在校园里

的、孩子觉得好玩的事。我家俊哥已

经是初中生了，从幼儿园到现在他都

很喜欢在每天放学回家后跟我说各种

发生在校园里的好玩的事：今天午餐

吃到了最喜欢的一道菜，和同学玩了

个好玩的游戏，今天幸运地被老师表

扬了一次，遇到个新伙伴很聊得来，哪

位同学穿了一双气垫鞋很酷……这些

都是孩子觉得有趣的校园故事。家长

千万不要不以为然或嗤之以鼻，要做

一个善于倾听的人，再忙也要停下手

头的事情耐心倾听，看着孩子的眼睛，

和他一起笑，一起开心。家长千万不

要轻视、嘲笑孩子小小的快乐，不要瞧

不起孩子的情绪体验，要重视孩子的

分享。当孩子兴致勃勃地和我们描述

学校里鸡毛蒜皮的小事时，你要一心

一意地倾听，做一名认真的听众，不要

边做家务或边玩手机边听孩子讲。孩

子很希望和父母分享喜悦，这是他的

精神生命得到滋养的一种很好的方

式，也是你们的亲子感情得到增进的

大好机会。

10%聊家庭生活。聊完校园生活，

不妨聊聊家庭生活。孩子是家庭的一

员，家庭事务听取孩子的意见，接受孩

子的参与，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很好的

体验。孩子的民主意识就是从小关心

家庭事务的点滴行为中培养起来的。

比如，最近家里要买家具、电器，不妨

听听孩子有什么想法、建议。就像我

们家最近要换一台电视机，刚刚读完

《任正非传》的俊哥就很专业地推荐了

华为智慧屏，还给出了站得住脚的推

荐理由。我们讨论后决定采纳他的意

见，买了华为智慧屏电视机。电视机

刚买回来之后的一阵子，俊哥每天放

学回家后都兴致勃勃地教我们怎么使

用新电视。虽然每天只花十来分钟聊

聊这些家庭事务，但是孩子兴致勃勃，

也觉得自己被认可。聊完这些，他就

自觉地去写作业了，都不需要我们

催。被家庭温暖滋养的孩子，慢慢就

会养成自律的习惯，这是经常和孩子

聊家庭生活的收获之一。

10%聊社会生活。聊完校园生活

和家庭生活还不够，孩子是社会人，

终将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从小就要

让孩子知晓“家事国事天下事”，孩

子的视野才能不狭隘。每天晚上和孩

子聊聊社会生活是帮助孩子打开视野

的最佳方式。从美国总统竞选到抗美

援朝70周年；从世界粮食日到双十一

全民购物节；从全球疫情防控情况到

最近的天气变化……都可以聊。一方

面让孩子从学业压力中解放出来；另

一方面让孩子的眼光从课本知识中抽

离出来，放眼世界、国家和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这样，孩子长大后才会

成为见多识广、丰富多元、胸襟开阔

的人。

孩子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
讲座伊始，孙云晓指出，新时代需

要新家庭教育，目前，全社会对家庭教

育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家长退

群”显示传统的家庭教育不能适应新

时代的需求。家长们要明白，家庭教

育不是学校课堂的延伸，不该沦为学

校教育的附庸，家庭教育要走出充当

老师“助教”和孩子“拐杖”的误区，回

归家庭教育本真，营造良好的家庭教

育环境，发挥潜移默化的功效，给孩子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力量。

“孩子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

的。”孙云晓说，“父母要在家庭教育中

为孩子做榜样、做表率。”孩子从爸爸

身上学会什么是男人；从妈妈身上了

解什么是女人；从爸爸妈妈的关系中

了解人际关系，因此，爸爸有责任感，

才能让孩子学会担当；妈妈温柔善良，

才能让孩子变得有爱心；爸爸妈妈相

亲相爱，才能让孩子感受到世界的爱

与温暖。

几十年的家庭教育工作也让孙云

晓对钱学森的钱氏家族倍感兴趣，他

认为，家训是钱氏家族人才辈出的秘

密。“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

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

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

而返！乃父告之。”这是钱学森去美国

留学时，其父钱均夫为他写的庭讯。

钱学森也谨遵父亲教诲，学成时不顾

艰难险阻，毅然回国，报效人民。由此

可见，父母的教诲对孩子的影响十分

重大。

“爸爸妈妈们要注意的是，所谓教

诲不能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要表现在

实际行动中。”孙云晓提醒道，钱父教

导钱学森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

忠、如悌、如教，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

求和行为准则，更是钱氏家族世世代

代用行动传承下来的家族精神。“在这

样的家族精神熏陶和影响下，孩子成

长得自然更健康，更容易走向成功。”

孙云晓鼓励爸爸妈妈们，根据自家的

实际情况，严格要求自己，做好孩子成

长的榜样。

教育孩子的艺术，首先是听，不是说
家庭教育中，爸爸妈妈常常告诉

孩子，你应该听话，好好学习，不要调

皮捣蛋，惹是生非。教导孩子是父母

的责任和义务，但一些家长也往往容

易忽视孩子的权利和意见。孙云晓告

诉大家，教育孩子的艺术，首先是听，

不是说。

在他看来，教育孩子，前提是了解

孩子，了解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而

倾听孩子的声音，就是尊重孩子的表

现，也是帮助爸爸妈妈了解孩子的途

径。好的父母一定是善于倾听的，能

够更全面发现孩子的优点和缺点，并

以此帮助孩子扬长避短。

与此同时，孙云晓认为，善于倾听

的家庭，也往往更能优先考虑儿童的

权益，而儿童优先正是新时代家庭教

育呼唤的重要原则。它要求家长们在

作决定时，充分采纳孩子的意见和建

议，要对孩子不打骂，少责罚，多鼓励，

在诠释一些问题时，要多采用积极的

解释，尽量不用消极的解释。

比如，孩子在某次数学考试中考

砸了，父母不能抱怨说：“你怎么这么

笨呀！”也不能说：“我们数学都不行，

你看来是遗传了我们的基因。”这些都

是消极解释，前者是对孩子赤裸裸的

责骂，后者则容易让孩子产生“我天生

不行”的消极心理，或者导致孩子爱找

借口、推卸责任。孙云晓告诉家长们，

正确的、积极的解释是：“孩子你不要

灰心，我相信你可以学好数学，咱们一

起总结一下是哪个地方出了错，下次

改正就好了。”

但是，孙云晓并不认为好的家庭

教育就是无批评的教育，他说：“无批

评的教育是伪教育，是不负责的教育，

是缺钙的教育，但父母一定不能打骂

孩子。”他对家长提出忠告：不管孩子

犯了多大的错误，父母的第一句话应

该是，“相信你是一个好孩子，但这件

事不对。”然后引导孩子主动承担错误

的后果和责任。

春天不是读书天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

春。”老师和家长们常常用这句话勉励

孩子用功读书，而教育家叶圣陶却说：

春天不是读书天。孙云晓解释说：“叶

老可不是在反对读书，他是在告诉我

们，春天万物复苏、百花齐发，孩子们

不能只盯着书本，要多到大自然中去

走一走，去感悟自然之美、生活之美。”

他指出，父母们往往最关心的是孩子

的学习成绩，这恰恰忽视了家庭教育

的本质是生活教育。他告诉爸爸妈妈

们：“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生活教

育也是父母们最擅长、最便捷、最长久

的教育，也是孩子最需要、最适合、最

欢迎的教育。”

在孙云晓看来，生活教育首先要

让孩子学会基本的生存、生活能力，这

是各种素质的生长点。他指出，许多

家长为了让孩子专心学习，包办了孩

子生活中的一切事务，这才有了名校

大学生不会剥鸡蛋的“奇观”。家长们

应该让孩子适当地参与家务劳动，学

习必要的生活常识和技能。

其次，融入生活之中，孩子才能健

全成长，才更加有魅力。成都自古被

誉为天府之国，在来成都的航班上，当

飞机穿过云层，降落下来时，望着一望

无垠的大地，孙云晓即兴作诗一首：

“万里白云端，蓦然见青山，雾能遮天

地，谁在吟雪船。”“成都的历史文化如

此厚重，生活气息如此浓郁，是全国美

好生活的典范城市、最具幸福感的城

市，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如果不懂茶馆

文化，不知川剧变脸，该有多么可惜

呀。”孙云晓说。

春天不是读书天，孙云晓反复告

诫家长们，孩子的学习成绩固然重要，

但是一定要警惕反生活教育的误区。

要给孩子减减负，让孩子有更多的时

间从校内校外的课堂返回到家庭中，

体验生活的乐趣，感受生活的美好，在

父母关爱、睦邻友好的生活中积蓄成

长的力量。

女儿这学期转到市里上

学，起初，我认为孩子适应能力

强，很快就会步入正轨。直到

前几天，老师布置了一篇以

“新”为题的日记，我看见女儿

写“我转到新学校了，感觉有点

不适应”时才意识到，她在心理

上遇到了难题，转学给她带来

了诸多的不习惯。

近期以来，女儿常说：“好

怀念以前的生活呀。”我还一直

觉得是因为转学后我们租房

住，她肯定是对租房的生活不

满意，怀念我们以前那宽敞的

家。其实，她是在怀念熟悉的

环境，怀念那些熟识的老师和

同学。

意识到这点以后，我便找

机会和女儿谈心，探查她内心

世界的真实想法。她跟我说，

换了新环境，现在的学习环境

是很不错，可是新的老师教学

方法和以前的教学方法不一

样，她一下子还很难适应。本

来性格就有些胆小的她，在新

学校没能很快交到朋友，下课

后只能一个人玩，很没趣，她

很想转回原来的学校就读。

听她这样说，我有些汗

颜，因为忙着办孩子转学和搬

家这些繁琐的事，反而忽略了

孩子。我决定，尽快帮助孩子

适应新环境，让她及早融入新

的班级里，也让她的学习不掉

队。

作了决定后，我鼓励女儿

说：“人要学会适应新环境才能

成长。换一个新环境是极佳的

锻炼机会，不要怕，要勇敢面对

周围变化的一切，然后努力去

适应它。”女儿似懂非懂地点了

点头。

那以后，每天女儿放学回

家，我不再只顾忙自己的事，而

是放下手里的活，陪她一起写

作业。当她遇到不懂的问题

时，我及时帮她解决；她记不熟

的单词，我和她一起分析，找方

法；她不懂的课文，我找来资料

帮助她理解……我还教女儿，

要交几个新朋友，有了熟悉的

同学一起玩，生活就会充满乐

趣。

等女儿做完作业，只要有

空，我便骑着车带她四处去走

走，我们一起去公园、游乐场、

超市等地四处转悠，女儿熟悉

了周围的环境以后，也慢慢适

应和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

前些天，我和女儿的班主

任交流，班主任老师也说她最

近表现很好，已经完全适应了

新的环境。我把这话转述给女

儿听，女儿的自信心更足了，还

表示这学期一定要取得大的进

步，成为我的骄傲。

除了学业，父母还能和孩子聊什么？
■ 王莉

陪孩子
“适新”

■ 刘亚华孙云晓孙云晓孙云晓 :::
家庭教育要回归生家庭教育要回归生活活

倾听孩子的声音倾听孩子的声音
近日，江苏省一位家长发布的短视频火了，他在视频中怒喊：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起因是这位家长认为老师总是让家长帮忙批改作业，自己承担了太

多教师应负的责任，还要昧着良心说“老师你辛苦了”。“说实在的，老师辛苦什么？教我教，改我改，是谁辛苦啊?”这番话迅速引发了广大家长的共鸣，“压垮成
年人只需一个家长群”的微博话题建立后，短时间内阅读量破亿，登上热搜榜。

以上事件反映出家校共育存在的问题，也让人不禁想问，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日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
究员，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妇儿工委儿童工作智库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作客成都市“文翁大讲堂”。我们
可以从他的专题报告——《新家庭教育与家校结合的新思考》中得到一些启发。

■ 记者 钟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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