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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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之爱应该如何正确地给

予？父母的焦虑如何得以缓解？

有几点思考和各位家长分享。探

讨孩子的教育问题，家长们应始

终秉持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前提，

结合自家孩子的个性、经历、需

求，得出自己的答案。

在教育孩子之前，先为自己
划下“底线”

去父母成长类培训，常常会

问到场家长，为什么而来，答案往

往是为了更科学地教育孩子，一

次，一位爸爸的答案让我惊喜。

他说，为了自己的行为不会

对孩子造成伤害。

我将其理解为，施教者的自

我约束。在开展一切教育行为之

前，先为自己划下“底线”，给家庭

教育定下最低的要求、最基本的

标准。

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因为

通常情况下，家长想给孩子的，期

望孩子拥有的会更多，比如，想帮

助孩子掌握某项技能，想让孩子

拥有某项品质，而不会有意识地

思考，起码不能给孩子什么。

《小舍得》中，男孩子悠在培

训班被钟老师区别对待、精神羞

辱，子悠妈妈却为了孩子能继续

学习，步步退让。这正是没有“底

线”导致的。

孩子的身心不能被人刻意伤

害，这是家长最基本的“底线”。

教育孩子之前，家长要先为

自己划下“底线”。当然，这条底

线，不是随便想想，今天这样，明

天又那样。它应该是夫妻双方基

于孩子的成长规律，深思熟虑，达

成共识，在进行某一件事之前，郑

重其事形成约定的。不必告诉孩

子，但家长要督促自己做到，并愿

意为了不违背这条底线，承担一

定代价。这样，家长不仅会在面

对孩子时更有“谱”，自己的内心

也会更平静和包容。

比如，即使孩子一开始是真

心喜欢某项才艺，也会在长期的

枯燥练习中倦怠偷懒，需要家长

督促，甚至逼一逼。但这一过

程，不能让孩子害怕它、恨它，

甚至一辈子都不愿意再碰这项才

艺。

再比如，你对幼儿园老师的

划线是，不虐待孩子，不往孩子身

上扎针眼，那对孩子在园内发生

其他意外的包容度就会变高，情

绪也更容易自洽。

父母是孩子与社会之间的
“缓冲带”

教育内卷，实际上是家长向

孩子传递社会焦虑的结果。

社会越是复杂高压，家长越

应起到“缓冲带”的作用。而不

是雪上加霜，将内卷的压力转嫁

给孩子，让孩子逃不脱学习的牢

笼。

未来是不可控的，社会是急

速变化的，家长能够把握和相信

的，应该重点关注的，是孩子个人

意志的成长。因此，家长一定不

要陷入为孩子忙前忙后、累死累

活就是尽职尽力的自我感动之

中。而应反思，自身是否有成为

孩子“安全基地”的力量。

首先，当孩子面对同辈压力，

产生自我怀疑时，家长的及时疏

导很重要。家长应有意识地承接

一部分孩子的压力，使孩子激烈

的情绪得到缓冲。

其次，比起拖拽着孩子往前

走，家长更应站在孩子往前跑时，

回头就能看到的地方，为他护

航。有家长兜底的孩子有更多试

错的机会和勇气，更容易做成自

己想做的事。

当然，这也对父母的智慧、格

局、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鸡娃”不如

“鸡”自己。对孩子了如指掌，对

孩子想做的事举重若轻，他飞，便

由他飞；他飞不动时，家长也有为

孩子的人生兜底的能力。

听更少的声音，看更大的
世界

除了内卷，家长的焦虑来源

还有：信息社会外部干扰过多；没

有坚定的、可持续的教育内核；见

过的“可能性”不够多……

“小升初”还如火如荼的时

候，一个朋友手机里有 23个相关

的微信群，探讨政策、讨论学校、

研究方案、分享做法，消息铺天盖

地，还有别有用心故意带节奏的

生意人混入其中。

那是她极度焦虑的半年，以

至于只要看到未读消息的红点显

示，立马抓起手机查看，生怕自己

晚人一步。鼓起勇气删除所有群

时，她说自己脱了一层皮，终于清

静了。

其实，适度“闭目塞听”并不

会耽误什么，不如花时间精力专

注于自己的目标上。将军赶路，

不追小兔。

不被信息裹挟，很考验家长

的定力。很多人对于孩子的成

长，没有从孩子自身出发的清晰

规划，容易人云亦云，用别人的眼

光来证明自己孩子的幸福和成

功。

每个孩子都是孤品，适用的

教育方式独一无二，因此，家长对

他人、专家的教育观点，一定要多

咀嚼，再试用，不合适就换一种方

法。

成长的方式千千万万种，从

记者到纪录片导演的周轶君带着

对教育的无数困惑，拍摄了纪录

片《他乡的童年》，去过很多国家，

见过很多种教育方式，看到不同

的成长的可能性后，她发现，视野

打开了，人自然就平静下来了。

开始欣赏不同的方式，理解不同

的方式背后是什么原因。不要害

怕“不同”，欣赏和包容不同的事

物会让自己更强大。

内卷的缓解之法，或许是不

局限于“内”，尽可能地开拓自己

的视野，开阔我们的心胸，多观

察、多思考，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径，在赛道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过

程中，不至于迷失自己。

不妨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
把孩子培养成怎样的人呢？

每个人都应该明白，选择普通并

不是浑浑噩噩，软烂成一摊泥，丧

进尘埃里；也不是把内卷当作挡

箭牌，去逃避现实困难。

近年来，“丧”文化在当代青

年中兴起，一方面是内卷之下的

自我保护与温柔救赎；另一方面，

也是强压之下的自我逃避和自我

矮化。

内卷、“鸡娃”和“丧”，本质上

都是在消耗孩子内心的热爱，使

我们所做的事情逐渐失去价值，

导致孩子内心深处的价值感、幸

福感一降再降。

关于把孩子培养成怎样的

人，最近，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的

一番话值得每一位家长细细品

味：“你如果只是以出人头地为目

的，其实，你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非

常偏狭的道路。我们毕生的任务

是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这个优

秀的普通人热爱世界、热爱万物、

热爱众生，然后踏踏实实地去寻

找到一个自己内心喜欢又有时代

价值的事情。一个人一辈子能够

做好一两件事就很好了，在这个

过程里面，去证明自己是可以改

变的，同时也能通过自己做的事

情，证明这个世界也是可以改变

的。”

生命鲜活、灵魂丰沛，让孩子

对这趟珍贵的人生旅程充满激情

和热望，去热爱世界，热爱万物，

热爱众生，找到自己内心喜欢又

有时代价值的事。家长要点燃自

己，但不要让孩子从小当燃料。

学会“舍得”之道 走出“鸡娃”焦虑

最近，聚焦教育话题的现实题材剧

《小舍得》引发热议，真实地再现了萦绕

在每个家长心中的“鸡娃”焦虑。

虽然招生政策已改变，“小升初”都

公民同招，超额摇号了，但剧中呈现的教

育焦虑并没有因此有所缓解，仍以不同

的方式在扩散。比如，人均辅导班、超前

教学、越拔越高的起跑线……老师问，谁

在校外上辅导班，差不多整个班都站了

起来。

这部剧反映的教育问题，确实戳到

了我们的痛处，由焦虑和不安全感所致

的“集体拔苗助长”，正是许多家长正在

经历的困境。本期，我们借这部剧，一起

来探讨一些教育中“舍”与“得”的难题。

■ 记者 向颖

在这个万物皆可 KPI 的时代，万

物皆可“卷”，每个人都被迫“不甘人

后”，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教育问题正是当今社会样貌的映射。

都说“赢在起跑线”，如今，“起跑

线”越卷越往前。

《小舍得》中，为了中英文同时起

步，有家长给 8个月大的孩子请 1对 1
外教，家长自己平时也用英语和孩子

交流，培养孩子语感；现实生活中，在

治理培训班前，为 6岁孩子开设的“幼

升小八天集训班”，也随处可见；前阵

子，北京小学生毕业旅行去北极的故

事，轰动一时；在纪录片《没有起跑线》

里，香港妈妈“赢在受孕前”的答案更

是刷新了三观，算好月份怀孕、生子，

才不会耽误孩子上幼儿园……

《小舍得》原著作者鲁引弓说，书

中 90%以上的素材都是真实发生的。

比如，带着帐篷去补习班。因为周末

两天排满了补习班，为了中午能抓紧

时间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有些家长就

把帐篷支到了教室门外。

孩子没有童年，家长没有自由。

剧里的田雨岚这一角色，展示的便是

“鸡娃”妈妈的日常操作。

“鸡娃”，指的是“给孩子打鸡血”，

不停地让孩子去学习。“鸡娃”之后，还

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代名词。比如，“鸡

娃”里还分“素鸡”和“荤鸡”。“素鸡”指

的是“素质教育鸡血”，从小培养孩子

各方面的才能。钢琴、跳舞、画画只是

基本操作，篮球、滑冰、围棋也不能落

下，马术、击剑、冰球才够有排面。“荤

鸡”指的是“应试教育鸡血”，这一领域

还有“青蛙”“牛蛙”之分。“青蛙”指的

是普通的孩子，即普娃；“牛蛙”则是特

别优秀、厉害的孩子。

曾有培训班的广告语是：“您来，

我们辅导您的孩子；您不来，我们辅导

您孩子的竞争对手。”对于这样魔幻的

教育现状，很多家长都打心眼里不认

可，但无计可施，只能随着人潮往前赶

路。主动要求孩子拔尖，成为精英的，

现实中少之又少，更多家长即使一开

始不想卷，看到其他家长的比拼较量，

被别人家孩子搞得一头焦虑，也只好

转变策略。

诚如《小舍得》里讲的：所有人都

站起来了，就没人敢坐下。

大家都被“剧场效应”裹挟，费了

更大的力气，视野却大不如前，这就是

内卷的本质——“封闭环境内，边际效

益递减”，谁都是输家。要想停下这样

的恶性循环，要么明文规定，这个剧场

谁都不准站起来，要么从前排开始坐

下，逐渐改善。

如今，导向和大环境逐渐在改善，

前阵子教育部出台文件禁止超前教

育、严禁“幼儿园小学化”，已经明确了

这个“剧场”的观影指南，但要全都坐

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真正缓解家长

的压力和焦虑，阻断教育的“野蛮生

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焦虑成为这个时代的通

病 ， 教 育 的 选 择 自 然 更 加 曲

折。因为在这场大规模的“鸡

娃”竞赛里，谁都不能做到独

善其身。

剧中，南俪家原本是“鸡

娃”大军中的一股清流，反对

“唯分数论”，从不给孩子报辅导

班，只报了声乐、小主持人这类

的兴趣班。可当孩子成绩下降，

她尝试着给孩子的学习“加餐”

时，对一向不待见的“鸡血妈

妈”田雨岚甚至生出了几分敬

意，原先的教育理念也跟着一点

点瓦解。

这是很多家长的写照，矛盾，

纠结，不知道该逼孩子一把，还是

放孩子一马。

明知道为了高考搏一搏，督

促孩子打两针鸡血实属无奈，但

这样的事情不该也不能发生在

“幼升小”，这不符合成长规律，只

会后患无穷。又担忧，是不是应

该抢占先机，帮孩子进入一所好

的高中，给孩子创造更优秀的学

习环境？

明知道“鸡娃们”看似在成长

路上一路高歌猛进，其实在人生

刚开始就几乎耗尽了一生的能

量。又惶恐，和别的家长一对比，

是不是自己对孩子太不负责了，

孩子长大了怎么生存？

明知道跟付出的代价相比，

得到的回报不确定性太大，大多

数孩子终将过上普通的生活。又

焦虑，拼尽全力才得以平凡，如果

放任自由，会不会连平凡都够不

上？

…………

内卷实际上是当代社会阶层

边界淡化的结果，而教育又是突

破这一模糊边界最简单有效的道

路，人人都能窥探到更上一层的

生活，有了理想，就有了焦虑，破

除焦虑，就只能卷起来，循环往

复，周而复始。

心怀“希望”，便步步为营，每

个家长都在舍与得之间寻求利益

最大化。无论舍去自由，得到成

绩；还是舍去成绩，获得欢乐的童

年，家长都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

守护孩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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