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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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之间

■ 记者 梁童童

“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

习，鸡飞狗跳。”有家长表示，不只是

学习，青春期的孩子哪方面都管不

得，一管就“炸”。

“其实，家长对孩子有美好的期

待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刘雪茹

说，“如果孩子做不到，我们就会觉

得是孩子有问题，然后就开始怀疑

自己。”刘雪茹指出了家长对孩子的

美好期待中，容易“钻”进去的 5 个

“牛角尖”。

第一个是“专心陪伴”。

现在，很多书本、讲座都告诉大

家陪伴的重要性，但有些家长把专

心陪伴理解成了“寸步不离”，放弃

出差、放弃爱好、放弃娱乐、放弃工

作上的发展机会；还有的家长觉得

要专心陪伴，就要知道孩子的一切，

当孩子不愿意说学校里的事情，家

长火气就上来了；还有的家长觉得

陪伴就是要参与孩子的每件事，孩

子自己在一边专心地玩，家长却要

过去问这问那。……

“我们说陪伴，是想参与孩子的

成长，给他们支持。”刘雪茹说，“但

过度的陪伴，对家长和孩子来说都

是压力。”

刘雪茹用职场来类比：想一想

在工作中，领导无时无刻来“陪伴”

我们，看我们什么时候把事情做完，

我们会舒服吗？我们也希望领导能

去忙他自己的，让我们安心地做我

们自己的事。而这也是孩子希望家

长做的。

在刘雪茹看来，恰当的陪伴应

该是高质量的、高浓度的，而非寸步

不离的高“密度”陪伴。

高质量的陪伴，存在于两个独

立的生命之间，不是监管、监督，是

家长活出自己人生的好状态，在跟

孩子的相处、交流过程中去积极地

影响孩子。就算是全职妈妈、全职

爸爸，也需要把其当作是自己的事

业，不断地学习提升自己，同时也培

养自己的爱好，找到好的人生状态。

“全职也不是‘守’着孩子。孩

子要学习、做作业，你也可以有一个

自己的系统学习计划，有问题你们

一起讨论，有心得你们一起分享。”

刘雪茹说。

而高浓度的陪伴，是那些确实

没有时间陪孩子的家长需要学习

的。高浓度，就是专注的伙伴时间、

丰富的交流内容。比如，有的家长

在外地工作，很长时间不能回来，那

么定期跟孩子通电话，或者回来的

时候专门邀请孩子出去吃一顿饭，

好好聊一聊最近有什么烦恼，有什

么开心的事情。

刘雪茹认为，哪怕就是一天甚

至半个小时，这样高浓度的陪伴也

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能量，让孩子

感受到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爱。

第二个是“说到就要做到”。

“曾有家长问我，孩子不自律，

自己说了的事情也做不到，怎么

办？”刘雪茹分享了自己接触到的一

位家长的案例，“他很生气，也很苦

恼。结果一问我就笑了：他的孩子

才上小学二年级。”

在刘雪茹看来，一二年级的孩

子不自律、不会自我管理、才说了就

忘记，都是很正常的。“就算是成年

人也有很多说了做不到的时候。”

许多家长会把孩子说了做不到

上升到态度层面，觉得孩子不自觉、

不自律、不守信用。刘雪茹强调，很

多我们以为是态度层面的事情，其

实是能力问题，也许孩子存在着一

些困难才让他没办法做到。“我们不

要动不动就说‘态度有问题’。说着

说着，孩子就被说‘疲’了，就成习

惯、成真的了。”

要做到一件事情，就像爬上树

去摘果子，每个孩子需要的工具都

不一样，而家长要做的，就是帮助孩

子找到最适合他的工具，或许是梯

子、或许是套索、或许是脚手架、手

套、鞋。……

而家长需要“放大镜”和“显微

镜”来确定孩子到底需要什么。

“放大镜”用来看孩子已经付出

的努力。家长可能觉得孩子做得还

不够多、不够好，如果只停留在对孩

子的批评上，那家长和孩子都缺少

了向前走的基础。首先要看见、肯

定，这是向前走的基础。

“显微镜”用来发现家长认为不

是问题、而对孩子来说就是问题的

问题。家长会觉得做到一件事情很

简单，但实际上有很多难以预料的

困难，需要家长跟孩子一起梳理。

第三个是“定目标、订计划”。

为什么说这也是个“牛角尖”？

因为很多家长都把愿景当成了目

标，也把目标和计划定得过于确定。

刘雪茹展示了一张爬梯子的图

片。在一些家长心目中，定目标、订

计划就是这样，定一个在“五楼”的

目标，然后觉得制订计划就是修楼

梯，只要按着楼梯一步一步地往上

走就可以。但实际上，我们定在“五

楼”的目标，更应该称其为愿景；目

标、计划更像是漂流，会有很多不确

定、很难把握的因素。

目标，家长是根据孩子的愿景

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才有了初步

的可以去制订的计划、努力的方向。

目标和计划在实践过程中也需

要不断地调整。“为什么项目小组要

不断地开会，开始前的动员会、规划

会，之后的复盘会？所有的愿景都

是在目标和计划的动态调整中一点

一点实现的。”

刘雪茹说，家长们在定目标、计

划的时候需要有拼图意识，“一点一

点地来”，不要老是盯着宏大的愿景

再来纠结当下暂时的细节。

第四个是“专心学习”。

说起“专心学习”，很多家长脑

海中会浮现出孩子坐在书桌前看

书、写字的画面。有家长说，孩子到

家总是要先玩，总是不能立刻做作

业，“越说越不做”，拖拖拉拉到很

晚。

刘雪茹指出，出现这种情况，是

家长没有给孩子“放空”的时间。孩

子在学校一天，冲击大脑的信息量

已经很多，孩子放学回到家，希望给

大脑稍微放空一下，如果家长不给

这个时间，从身体和情绪上，孩子都

会抗拒再次进入深度学习的状态。

“在我们以前的观念看来，发呆

似乎是一件错的事情。”刘雪茹说，

“但在现代，信息量这么大、更新这

么快，发呆成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学

会的事情，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维持

持续的学习，还有研究表明，发呆是

发展创意思维的必要条件。”

第五个是“事事有回应、件件有

着落”。

在刘雪茹看来，这个品质在职

场，毫无疑问是一种优秀的品质。

但如果家长把在职场的要求和习惯

带回家，就是有问题的。

在有的父母眼中，立刻表态、马

上行动、行动了就要有变化、变化了

就要有新目标，这样的孩子才是“好

孩子”。但刘雪茹强调，这恰恰是另

一种步步紧逼，没有给孩子留出思

考和行动的空间。

就像有的家长尝试着给孩子写

信，包含了一些平时没有机会说出

的话和期许、思考等，想通过这种侧

面的方式传递给孩子。但在写好信

之后，交给孩子，要求孩子马上打开

看，看完还必须有反馈。

刘雪茹的建议是，做了我们该

做的事就可以了。把信给孩子，或

者就放在孩子的桌上就可以了。“不

要去等孩子的反馈，不要去紧逼孩

子要结果。拖延、犹豫、纠结、反复，

这些都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很正常

的现象。欲速则不达，我们要学会

‘等’。”

走出带娃误区
给孩子不一样的寒假

寒假即将开始，“双减”之后的第一个长假，孩子们没有了过多的作业负担，也

不用去培训班补习——对于这个“美好”的前景，孩子们是无比期待，但却愁怀了一

些家长。

其实，这个没有过多作业和培训班的寒假，正是让我们重整思绪，提升亲子关

系的好时机。寒假怎么过？如何陪娃？近日，成都市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邀请了

清华附中校外教育顾问、中国人大MBA企业、CDC职业发展中心特聘讲师刘雪茹

为家长们支招。

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愿景、期

许，包括孩子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都需要孩子有内驱力、有同理心、

有行动力。我们相信，孩子先天就

具备这些品质，而作为一个赋能

者，家长要如何培养，或者不破坏

孩子的这些品质呢？

刘雪茹认为，赋能者需要时刻

提醒自己“三半”原则：半急、半知、

半说。

半急，就是家长的进取心减

半，“不要老是‘急’得很。”刘雪茹

说，特别“急”的状态，会影响孩子

的内驱力，家长不停地催，反而让

孩子什么都不想做了。

半知，就是家长把自己的

“知道”减去一半。比如，很多家

长说自己不知道如何帮助孩子度

过一个有意义的寒假，这就是

“知道”的状态。在刘雪茹看来，

“有意义的寒假”就是大人的语

言，对于孩子来说，什么叫意

义？为什么要有意义？家长不如

跟孩子说，到了寒假，我们有了

跟学校不一样的生活，你想用这

段时间做些什么？

问问孩子想过一个什么样的

寒假，问问孩子想做些什么。“我们

抛出一个问题，一个大人的问题，

就把孩子压住了，不知道怎么办

了。”刘雪茹给家长们建议，不用一

下子规划好。全家人可以坐在一

起，都说说自己的愿望，用便利贴

贴在黑板上。再看看这段时间哪

几个是我们最想做的，又需要多少

时间和精力去完成。

这个过程就是家长在“半知”

状态下可以采取的行动，同时也是

“半说”的行动。假如家长帮孩子

把计划做完了，把孩子想说的都说

完了，那孩子还有什么分享的欲

望，又有什么冲动去做家长帮忙订

下的计划呢？

“把进取、知道、说教都减去一

半，家长可能会感到不适。但如果

你想改善亲子关系，不妨试一试，

因为做出改变就意味着走出‘舒适

区’。”刘雪茹说。

刘雪茹还提到了行为的三

个区：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惧区。

舒适区里是我们的习惯、

条件反射，张嘴就来的、随手

就做的。如果这个区域是科学

合理的，那亲子关系、家庭氛

围不会有大问题。但如果已经

感觉到有问题了，那就说明舒

适区里的思维或行为习惯是需

要调整的。

学习区里的思维行为，是愿

意尝 试的、需要练习的。离舒

适区近的，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

上手；远一点的，需要刻意去练

习才能养成习惯，所以会出现有

的家长“为了不发火忍得难受”

的情况出现。

而恐惧区里是我们通常想

不到的、不愿学的、不敢用的。

然而，刘雪茹指出，也许这里面

就藏着我们最期待的结果的方

法。

比如，孩子打游戏怎么办？

批评、惩罚、断网，这可能是一些

家长舒适区的做法。协商时间、

讲道理、设定奖惩机制，这可能

是一些处于学习区的做法。

有一个爸爸，他选择了和孩

子一起玩游戏，一起研究这个游

戏的奖惩机制，甚至邀请孩子一

起设计一个新的游戏，一起学习

编程、字体、美术设计等等。“给

它个名字，就可以叫项目制学

习。但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

们是不是有这个意识，减半我们

的急性子、‘我都懂’的心态、说

教的习惯。”刘雪茹说。

讲座进行中，不断有家长

发问：孩子做作业拖拉怎么

办？孩子不喜欢学习怎么办？

孩子不听话怎么办？……一名

叫“朵儿”的家长问，孩子总

喜欢在做作业的时候看书，怎

么办？

针对这个问题，刘雪茹带着

大家试着运用了“三半”原则：首

先，冷静。心平气和地请孩子来

说说，为什么想一边做作业，一

边看书，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是运用“放大镜”，让

孩子来看，让他自己来梳理边看

书边做作业和做完作业再看书、

或者是看完书再做作业三种方

式哪种更好一点。

某些情况，是孩子觉得家长

在否定他，本能地就会对抗；而

当家长用商量的方式，让孩子自

己分析选项，那就是在探讨，在

支持，甚至鼓励他创造新的方

法；而家长说“你不能这样”“你

必须那样”，就是在命令。

“特别是到了青春期，孩子

就会想，‘凭什么老是你说，我就

得听你的，我就不’。其实只要

孩子也从‘牛角尖’里退出来，他

是知道哪种方式是最好的。我

们要相信孩子，不要那么害怕把

决定权交给他。”

刘雪茹建议家长感觉到累

的时候，要学会从“正面战场”撤

退。“迂回一点、轻松一点，我们

就可以享受到做智慧父母的乐

趣，不要搞得那么痛苦。陪伴孩

子成长，是一件值得探索、充满

乐趣的事情。”

以退为进以退为进，，进取进取、、知道知道、、说教说教，，各减一半各减一半 ““三半三半””原则原则，，试着走出舒适区试着走出舒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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