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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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学生小志 （化名） 的妈

妈告诉我，小志好像越来越不听话

了：倒垃圾的积极性没有上一年级

时那么高了，有时就算提醒了，也

会磨磨蹭蹭的；对于父母的安排不

再言听计从了，而是经常会问为什

么，甚至还会说“凭什么”；坚决不

让大人接送上下学，虽保证注意安

全、按时到家，但一个月内已经有

三次因为贪玩没有按时到家了，可

还是坚决不让大人接送。……小志

的变化令妈妈有些摸不着头脑。

成长就是一场从依赖走向独立

的旅行。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

会崇拜父母，认为父母什么都懂、

什么都会。与父母在一起，他们感

到温暖、觉得安全。但随着不断长

大，他们会发现，父母并不是“万

事通”，有些时候做得不如老师、同

学的父母，甚至不如自己好。对父

母的搀扶，他们不愿再伸出稚嫩的

小手；对父母的叮嘱，他们捂住耳

朵不想听；有什么事情，他们会首

先想着自己来。……

对父母的疏远，反映出孩子对长

大的渴望。10岁的小志，倒垃圾积极

性不高了，就算父母提醒了也磨磨蹭

蹭的；对父母的安排不再言听计从

了，而是经常问“为什么”“凭什么”；

坚决不让大人接送上下学，虽一个月

内已经有三次“违约”但还是想继续

这样的自由。……这些都说明了他

希望摆脱父母的束缚，希望能自由地

思考和体验，以此来证明“我长大了，

我可以。”

可是，一些父母却不理解孩子的

这种表达，常把它当成是对自己的反

感，并反思是不是自己哪儿做得不够

好。其实，再好的父母也会被孩子

“嫌弃”。小志的妈妈就是因为想得

“太全了”，做得“太细了”，让孩子感

到了压抑、不被信任，所以孩子才表

现出“越来越不听话”。

父母适当地放手，才能让孩子感

受成长的快乐与烦恼，积累宝贵的人

生经验。父母一味地保护，不仅不利

于孩子成长，反而会逐渐磨失孩子对

父母的感激，可能让孩子对父母产生

抵触，甚至使孩子产生自我否定、缺

乏责任感。如果孩子对父母表现出

了“嫌弃”的态度，父母就不能再想着

“侵占”孩子内心，支配孩子行为，让

孩子继续在前面当“影子”。而要给

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恭喜你，孩

子，你长大了！”并自觉地站到孩子身

后去，望着他不断走远。这样，孩子

才能逐渐离开父母、脱离家庭，最终

独立。

挫折是成长最好的营养。对孩

子“不放心”，担心孩子“不安全”不应

成为父母放手的羁绊。父母们要切

记，不经风雨，孩子永远只是温室里

稚嫩的小苗、长不成参天大树；不让

奔跑，孩子永远不会知道前面的道路

有多艰难，风景有多美好。每个孩子

都能成为矫健的雄鹰，教会了展翅，

就要给它广阔的天空。唯有这样，它

才能飞得更高、更远、更精彩。

家庭教育的成败
取决于‘道’

“家庭教育有‘道’与‘术’之

分。‘道’，是教育子女的理念、价值

观和要点；‘术’，则是教育子女的方

法、技巧和窍门。家庭教育的成败，

取决于‘道’，而不是‘术’。”傅国亮

指出，培养目标的“道”，是培养“正

常儿童”，而不是培养“超常儿童”，

父母一定要有一个平常心态。所谓

“正常儿童”，最基本的两点是人性

正 常 和 智 力 正 常 。 教 育 内 容 的

“道”，是“德育”，不是“智育”。小胜

在智，大胜在德。习近平总书记曾

指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

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

的教育。”做人教育，就是人格教

育。而家庭在做人教育中具有天然

优势和特殊作用。人生真正的起跑

线，是在家庭习得的良好习惯、性格

和情绪。

傅国亮认为，教育原则的“道”，

是“儿童思维”的特点，不是“成人思

维”的判断。了解孩子什么，懂得孩

子什么，见仁见智，但最重要的一点

是，家长要了解孩子的思维特点，懂

得孩子的思维不同于成人的思维，

这是家庭教育中要特别关注的教育

原则。儿童思维有其不同于成人的

特点。特别是低龄儿童的思维（包

括表现为行为），一般不具有道德和

是非的性质。比如，如果孩子出现

了一些成人思维认为的“懒惰”“说

谎”“偷窃”，甚至“流氓行为”等，家

长要重新认识，要具体分析，不要误

判。在涉及道德、是非底线的问题

上，家长该说“不”的时候，一定要说

“不”。

最佳的亲子关系
是“胜似朋友”

最佳的亲子关系是什么？傅国

亮用“胜似朋友关系”来形容。他

认为，正确的亲子关系应该是民

主、平等的关系。而最戕害孩子的

亲子关系则是“三制”：借爱之

名，行控制、压制、强制孩子之

实。很多父母常常把“这都是为你

好”挂在嘴边，这其实就是对孩子

的一种控制。父母控制孩子的爱，

是孩子讨厌父母以致仇恨父母的起

因。父母一定要懂得孩子成长的心

理规律和心理渴求，尊重孩子的意

愿。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否真诚，不

是父母自我认为，而是以孩子的感

受为准。

“90%的父母欠孩子一个‘爱的

承诺’。”傅国亮说。父母对孩子真

诚的爱应该让孩子感受到，父母作

出“爱的承诺”是表达真诚的方

式，而这也是孩子最大的安全感。

没有得到父母“爱的承诺”的孩

子，一旦遇到事故、挫折、霸凌、

侵害时，会惧怕面对父母。因此，

父母“爱的承诺”要尽早告诉孩

子，它不仅可以避免孩子可能发生

的风险，甚至还能成就孩子人生发

展的机遇。

最后，傅国亮强调，智力开发的

“道”，是传授“智慧”，不是强化“知

识”。开发智力是家庭教育的一项

重要任务，但家庭“开发”智力主要

是培养学习兴趣、习惯和发展思维

能力。智力的核心是“思维”，智力

开发的本义是改变“思维方式”，培

养孩子想问题、提问题的习惯。以

孩子学习“曹冲称象”的故事为例，

会讲“曹冲称象”的故事，这是知识；

能讲出曹冲的“思维方式”，这才是

智慧。思维能力才是智力开发的评

价标准。

共建有温度的家
庭教育生态圈

成都市武侯区举办第二届家
庭教育微课大赛

本报讯（记者胡敏）日前，成都市武

侯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区教育局和

区妇女联合会联合开展的“武侯区第二

届家庭教育微课大赛”奖项揭晓，共评

出特等奖作品17件，一等奖作品47件，

二等奖作品78件，优秀组织单位7家。

据了解，本届微课大赛由成都市武

侯区家长学校总校承办，经历了宣传预

热、微课设计、作品制作、专家评审等阶

段。武侯区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以及

社区教育工作者踊跃参加，共报送微课

作品近300件。来自四川师范大学、四

川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专家们从微

课选题、微课内容、技术规范和微课价

值等方面出发，经过认真评审，评选出

了相关奖项。

本届家庭教育微课作品内容丰富，

表现形式多样，主题涉及疫情防控、品

德教育、家庭劳动教育、家风孝道传承、

养成教育、安全教育、情绪管理、家校共

建、亲子沟通、亲子阅读、亲子陪伴等多

个方面。绝大多数微课作品选题典型、

结构完整、制作精美、语言规范，具有很

大的实用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接下

来，部分获奖作品将通过武侯区家长学

校的微信公众号、家长网校等平台陆续

进行展示，为广大有需求的家长提供灵

活、便捷的家庭教育指导，满足家长个

性化需求和深度学习的需求。

武侯区家长学校总校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活动展示了武侯区在构建家、

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方面的成效，深化了

武侯区作为“全国家庭教育实验区”“全

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的成果，为

“共建有温度的家庭教育生态圈”添上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武侯区将以建设“全

国智慧教育示范区”为契机，创新多元化

家庭教育服务渠道和服务方式，为成都

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

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家

庭教育的力量。

把 7岁的儿子从学校接回来，刚

让他赶紧写作业，儿子便很实诚地主

动向我坦白，说自己放学前因为没有

找到家庭作业本，所以也就没有抄写

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要求，所以这会

儿让他写作业，他不知道要写什么。

我一听简直是一个头两个大，同样的

事，这小子咋一犯再犯？

记忆犹新的是第一次，他从学

校 回 来 ， 很 是 心 惊 胆 战 地 告 诉

我 ， 说 他 没 有 抄 写 家 庭 作 业 要

求，原因是家庭作业甚至是家庭

作业要求是要写到 2 号本上的，抄

写作业要求的时候他实在找不到 2
号本……儿子把缘由倒是叙述得很

清 楚 ， 我 当 时 听 着 却 只 能 直 叹

气，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呢，找不

到 2 号本，咱暂且迂回折中一下，

先把作业要求抄下来啊，现在作

业本倒是找到了，可奈何作业要

求忘记了，这两眼一抹黑的事，

到底要如何收场才好？

我有心责备他两句，可转而想

想，终究是才上一年级的孩子啊，历

事不多，遇事没有经验，倒也不是不

能原谅。这样想着，除了告诉他找不

到本子应该有的正确做法，我不仅没

有责备他，还特意帮他找老师问了作

业要求。事情解决了，孩子转忧为

喜，我便也把这件事就此掀过。

以为他会引以为戒，谁知道第

二次很快来了，又是没抄家庭作业

要求，又是同样的理由和同样的不

知所措。他要求我：“妈妈，你帮我

问一下老师吧。”我表示拒绝，可最

终扛不住他的眼泪，我终究还是选

择再一次帮他问了老师。事情又一

次得到解决，我自我检讨，孩子

小，即便我告诉他方法，他可能是

不懂如何操作。基于此，我给他书

包里放上了备用的新本子，甚至还

特意截剪了几张纸放在他的语文书

皮里，叮嘱他以后万一再遇上找不

到家庭作业本的时候，随便用新本

子也好，用我给他准备的纸也好，

先把作业要求抄了来。他当时点头

同意了。

我哪里会想到如此千叮咛万嘱

咐，相同的事还会出现第三次。儿

子又在说了：“妈妈，你帮我问一问

老师吧。”这一次，我选择摇头，我

告诉他，我不能纵容他一而再，再

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既然他自己

不能正确地认识并改正错误，那么

只能自己承担后果。我坦然地告诉

儿子，这一次即便他哭，我也不会

帮助他了，不管他是明天去学校补

也好，挨老师批评也罢，他必须为

自己做的事承担相应后果。

许是看我态度坚决，儿子反而没

有像往常一样肆意哭闹。等他拎着

书包回房间，我看着他在书桌前托着

腮回忆着什么，又悄悄留意到他在找

到的作业本上写着什么，我虽有不忍

但终究还是意志坚定，因为我深深地

懂得：作为父母，为孩子挡风挡雨固

然是一种爱的体现，但是一味地为他

们披荆斩棘何尝理智？既然孩子不

怕犯错误，那么，索性狠心地让他们

承担一下犯错带来的后果，以此畏

惧，以此反思，然后改之，这何尝不是

一种深沉的爱呢？

留一点“后果”让孩子承担
■ 管洪芬

被孩子“嫌弃”，父母要学会放手
■ 张小军

傅国亮傅国亮
家庭教育的智慧家庭教育的智慧::““道道””大于大于““术术””

“如今，一些家庭教育存在学校化倾向，即把智育放在

第一位。”傅国亮表示，很多家长不知道家庭教育的第一任

务是什么，“家庭教育的第一任务是做人教育，也就是人格

教育。家庭教育在做人教育中具有天然优势和特殊作用。”

日前，成都市“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

与学模式”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研讨会暨成都市棕北

教育集团第25届教育教学研讨会在成都市棕北中学科院

校区举行。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

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傅国亮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

■ 记者 殷樱

本次研讨活动以“五育并举、

协同育人、深化立德树人的学校变

革与实践”为主题，聚焦新时期“五

育并举、立德树人”的背景下，学校

通过课程课堂改革、学校教育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促

进全体孩子的全面发展与个性成

长，提升学校教育工作的育人实

效。研讨活动中，中国陶行知研究

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德

育分会场“家校共育孩子成长”主

题微讲坛环节，四川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德育教研员李淑英作了《同心

携力 家校共育》的专题讲座，她表

示，家庭和学校的共同目标是助力

孩子健康成长，双方应该定位准

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紧密联

系，互为支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

政府兼职督学、成都市青羊区首批

教育专家季应朗在《家校沟通中的

道与术》主题报告中指出，家校沟

通既是一项技术，更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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