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YDB 3治家有道 2021年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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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 何先全 刘利红

孩子该不该读中职
成了一家人争论的焦点
初中3年，张亮的女儿张芷萌都

很努力，但文化成绩一直不理想。

这让张芷萌感到迷茫，特别是看到

好朋友因为成绩优秀得奖，看到有

特长的同学去参加活动而受到重

视，她愈发情绪低落。

张亮看在眼里，心疼又心急。

他时常与女儿交流，鼓励她突破自

我束缚，他告诉女儿，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做任何事情，只要尽力

就好。于是，女儿在学习之余，参加

拉拉队表演，参加合唱比赛，也在毕

业典礼上表演舞蹈。得到老师和同

学认可的张芷萌，重拾了信心。

2018 年中考结束后，张芷萌面

临第一个人生道路选择：读普高还

是读职高。身边很多家长觉得读普

高才是更好的选择，读中职就意味

着将来低人一等，对于女孩子而言

更是如此。

家人为此讨论，分成了两大阵

营，争论得面红耳赤。姥姥和妈妈坚

持认为女儿必须读普通高中，考上大

学才是正道；姥爷和张亮则认为，孩

子的人生道路不是只有进入普通高

中，考上大学这一条路，选择一条适

合她的成长道路才是最稳妥的。

张亮与女儿再次交流，了解她的

真实想法，同时咨询了朋友，也查阅

了很多关于普高与职高的相关资料。

最终，家人和女儿达成一致：读

中职校的学前教育专业。

孩子在中职校目标明确
还拿了国家奖学金

分享女儿的故事时，张亮脸上

始终洋溢着骄傲之情。这缘于他看

到了这两年女儿的成长与变化，这

让他坚定地认为，当初的选择是对

的。

张芷萌进入成都市青苏职业中

专学校，在学校教育的引领下，张芷

萌开始制定自己的高中3年规划，张

亮和学校老师一起帮助她修正完

善。张芷萌告诉张亮，她要重新开

始，努力去塑造一个新的自己，成为

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

张亮听了十分欣慰，觉得女儿

长大了。

高一时，张芷萌代表学校参

加成都市首届职教成果展的清音

表演 《锦城诗韵话职教》，很辛

苦，从训练到参加表演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但她回家后还在跟着

音乐，用盘子和筷子对着镜子进

行反复练习，一次一次纠正自己

的动作。

“这表现出她对这件事的认真

和坚持，以及精益求精的态度，这正

是幼儿教师要具备的爱和责任。”张

亮说，从这件事中也能看出女儿对

中职教育的喜爱，尽管学业苦，但是

她愿意投入。

两年时间，张芷萌通过自己的

努力和老师们的严格要求与培养，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从部员一步

步成长为学生会主席。经过层层选

拔，她获得了由教育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中等职业教育国

家奖学金。

如今，张芷萌正在参加幼儿教

师资格证的培训，并期待着步入大

学生活。“我希望她梦想成真。”张亮

自豪地说。

柔柔妈妈与我交流，说她的

女儿开始叛逆了。柔柔妈妈想了

很多之前行之有效的办法，可现

在用起来都不太管用了，而且柔

柔还总是行为反弹。柔柔妈妈的

焦急和无助，让我感同身受。经

过一番头脑风暴，我建议她用《正

面管教》这本书里提到的“每周一

次家庭会议的方式”来试一试。

家庭会议上不针对孩子，从爸爸

妈妈开始，进行自评、互评等多元

评价，人人都动脑筋商量、讨论家

庭事务，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

中的问题，都可以拿到议程上来

讨论解决。

一段时间后，柔柔妈妈对我

说，她按照我的建议，组织了家庭

成员“商议”：每周末进行一次“坐

下来”的交流——家庭会议，约定

交流过程中不生气，有话好好说，

有问题一起商量解决，并做好笔

记。在家庭会议上，女儿居然把

自己每天“偷偷玩手机”的事说出

来了。爸爸妈妈正要习惯性地生

气，对女儿责骂一番，可转念一

想，好不容易能听到女儿心平气

和地说出自己的“秘密”，分明是

孩子自己已经认识到这样做的危

害性，正在向爸爸妈妈求助呢。

而且在家庭会议开始之前，大家

也有约定，会上不许生气。想到

这里，爸爸妈妈心中的火气一下

子散了：先表扬女儿，再以爸妈把

女儿当朋友的坦诚，找出女儿老

想偷偷玩手机、控制不住的原

因。原来，女儿玩手机是与同学

聊天、玩游戏等等。然后，大家一

起分析，这样做有什么害处。最

后，大家一起讨论出了“对症下

药”的策略：一是将手机放在自己

不容易看到的地方（必要时请妈

妈帮忙保存）；二是告诉相关同

学，自己放学后不会把手机当成

聊天工具和玩具；三是制订好计

划，用课外阅读和体育锻炼等代

替玩手机，这样益处多多。……

制定好策略后，一家人坚持按计

划执行，连续坚持了好几个周末

以后，女儿叛逆的状况逐渐有了

好转，和爸妈的交流越来越多

了。柔柔妈妈甚是感激，跟我说，

他们家一定要把“家庭会议”坚持

下去。

看来，家庭会议是向孩子传

递积极的态度，并让他们参与解

决问题的好办法。通过家庭会

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商量解决问

题的办法，让孩子自己意识到错

误或不足，从而主动寻求改变，而

不是家长一方去强制孩子改变，

这样的方式更能收到实效。父母

和孩子通过提议把问题放到家庭

会议的议程上去解决，经过了冷

静期之后，也能避免父母与孩子

之间的争吵和矛盾。

孩子需要什么样的陪伴？

教育需要陪伴的观点深入人心，

但究竟怎样陪伴孩子，一些家长很困

惑。有家长说，我这不天天陪着孩子

吗？我跟他形影不离，他做作业，我

就在旁边做我的事情，一直看着他。

这大概是相当一部分家长的观点：孩

子学习，我在旁边看着，不让他做与

学习无关的事情，这就是陪伴。这种

陪伴更多的是充当一种“监工”的角

色，这其实是对陪伴的一种误解。

真正的陪伴不是枯燥地讲大道

理，也不是一味地限制孩子的自由，

更不是肆意地将孩子呼来喝去，陪伴

孩子也是有方法和技巧的。

真正的陪伴是示范。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真正的陪伴其实是

要求我们给孩子做好示范。不是我

坐在孩子的旁边玩手机、打游戏就是

陪伴。我们要求孩子热爱读书，自己

读书了吗？我们要求孩子有礼貌，自

己有礼貌吗？我们要求孩子锻炼身

体，自己锻炼身体了吗？我们要求孩

子不说谎话，自己说谎话了吗？我们

要求孩子有爱心、要善良，自己有爱

心、善良吗？身教重于言传。如果我

们是一个生活苟且的人，怎么能给孩

子带来积极影响呢？所以，给孩子做

出示范和榜样非常重要。父母的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

这些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未来。

钱学森曾经说过，我的母亲是个通过

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

母亲，示范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真正的陪伴是引领。引领不是

推动，而是像牵引多节车厢的机车，既

要牵引又要控制方向，以及制动或发

出制动的信号。孩子成长过程中，难

免遇到这样那样的诱惑，偏离正确的

轨道；或者在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时

难免产生种种迷惘，我们陪伴孩子就

要走进孩子的心里，发现孩子的心理

和行为动向，发现偏航要及时纠正，运

用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掌握的知识经

验，给孩子正确的方向引领，或者循循

善诱，让孩子自己掌握正确的原则和

方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成长道路。

孩子在一些人生的关键时刻或处于

困难境地时，父母及时打打气、鼓鼓

劲，让孩子增加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

心，这就是作为父母的正确引领。

真正的陪伴是共情。共情是要

学会换位思考，能从对方角度为对方

的行为寻找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理

解对方，同时要学会倾听和表达尊

重。我们不能以成人的标准去要求

和衡量孩子，要知道孩子的世界和我

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事物的认知，

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领

悟能力和成人相比都有很大的差

距。如果我们一味地以成人的标准

去要求孩子，孩子始终达不到你设定

的标准，这对大人来讲是一种伤害，

对孩子来讲更是一种伤害，将会严重

挫伤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抹杀孩

子对学习的热情。我们常常讲“蹲下

来和孩子说话”就是这个道理，蹲下

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灵。

真正的陪伴是共生。共生是指

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

利关系，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

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

得对方的帮助。在这里，共生还有共

同生长之意。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父母和孩子双方都需要成长。父母

并不完美，需要和孩子一起相互改

变，相互影响，共同成长。父母在教

育、引导孩子的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

完善。孩子取得成绩时，我们共同庆

祝；孩子没有考好时，我们一起查漏

补缺，分析原因。孩子是父母的影

子，孩子身上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自

身存在的问题，帮助孩子改掉缺点，

我们自身也在成长。

现在网上有两种观点：要么强调

爸爸陪伴的重要性，要么强调妈妈陪

伴的重要性，理由都有很多。其实，

这两种看似正确的观点都是有问题

的，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妈妈

的陪伴同等重要。片面地强调妈妈

或爸爸陪伴的重要性，这正好给了一

些不负责任、缺位偷懒的家长一个疏

于陪伴孩子的借口。每一个家庭的

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家庭爸爸忙一

点，那么妈妈就多陪伴孩子一点；有

的家庭妈妈忙一点，爸爸就承担一些

陪伴孩子的责任。孩子的成长不能

缺少父母的陪伴，而一个家庭努力建

设成积极向上、阳光温暖、情趣高雅

的样子，这才是最好的陪伴，这也是

对孩子最好的投资。

温暖又有效的
家庭会议

■ 魏全胜

选择适合孩子的道路才是稳妥的
——一位职中学生家长的分享带来的启示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倪秀

“父母都想给予孩子最好的，但
是只有适合孩子的成长之路才是最
稳妥的。”家长张亮分享道。

在日前举行的成都市第一届职
教叙事大会上，张亮作为家长代表，
分享了自己女儿的成长案例。孩子
初中毕业时，面临学习方向的选择，
读普高还是职高，家人意见不一，产
生了冲突。大家都想孩子有一个好
的未来，张亮觉得，家人的出发点都
是好的，但要根据女儿的实际情况
判断。

最终，家里人达成一致，让孩子
读职中。进入职中，女儿不再迷茫，
努力方向明确，还参加了不少学校
的社团活动，获得了国家奖学金。
如今，读高三的女儿即将升入高职，
张亮着实感到高兴。

张亮家庭的案例具有普遍性，
值得与大家分享。

张亮及其女儿的故事，表面

看，是要不要选择职教，家人的冲

突也是由此产生。但背后涉及的是

如何帮助孩子做选择的教育难题。

有的家长，孩子学业压力本

来就重，但他们看到邻居孩子或

孩子的同学在上补习班，就赶紧

跑去为孩子报名；有的家长，不

顾孩子的艺体兴趣爱好，早早就

掐灭其燃起的热情；有的家长，

不顾孩子是否适合读名校，想尽

一切办法也要去为子女争取，给

孩子学习加码。

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一定的社

会因素，或者某个学校的要求，但

是，中小学孩子的人生选择和学习

方式，很大的选择权还是在父母手

中。上述“有的”家长，美其名曰为

孩子着想，但殊不知是以爱之名不

给予孩子成长的任何自由。

比起在学业上给予孩子“最好”

的，不如在行为习惯和品行上多引

导孩子，锻炼其意志，引导孩子学会

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去年，我们举

办的“教育故事汇”第三场，职场妈

妈 Tina 在演讲中提到，儿子上初中

后，她曾为了要不要给孩子报补习

班而纠结。丈夫的一句话点醒了

她，“报补习班到底是为了孩子的成

长还是你的面子？”于是，夫妇俩放

弃了给孩子报补习班。孩子喜欢骑

行，父母就跟着一起锻炼，全家一起

参加铁人三项，最终，儿子成绩没有

落下，还收获了更多。

这在本质上与张亮的选择一

样，就是从孩子成长实际出发，

而不是为了父母。道路千万条，

如果父母一意孤行，可能导致孩

子背负太大的学业压力和心理压

力。而最终的现实可能与预期差

距过大，也会进一步加深父母与

孩 子 之 间 的 冲 突 。 正 如 张 亮 所

说，选择一条适合孩子的成长道

路才是最稳妥的。

记 者 感 言 道路千万条，家长不用为了面子把孩子逼上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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