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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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专家破解家庭教育难题——

做做““6060分家长分家长””
与孩子一起生长与孩子一起生长

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教育好孩子是父母最重要的事业，而这项事业，需要父母花费大量的

精力和时间去摸索正确的教育方法，少走弯路。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亲子的相处和交流中难免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问题。

为帮助广大家长解决困惑，缓解教育焦虑，第三届心理与家庭教育公益论坛举办之前，主办方向小学及初中

一年级的学生家长发放了调查问卷，征集家长们最关注的家庭教育问题，从收集到的几十个问题中，梳理出关注

度最高的4个问题，在论坛的沙龙分享环节，与会专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与解答。

■ 实习生 徐琳

在家长们的焦虑和问题中，有

一个词反复被提及——沟通。如何

与孩子有效沟通？是很多家长迫切

需要解答的问题。四川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学校校长邱华认为，沟通的

前提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邱华是学校2800余名孩子心中

的“校长妈妈”，学校每个孩子给她

提意见、写信，她都会认真倾听，并

在校园电视台给孩子们一一回复。

这会让孩子们感受到，他们的声音

被听见了、被尊重了，孩子们会感觉

到同“校长妈妈”沟通是安全的、是

被接纳的。邱华也因此收获了孩子

的信任和依赖。

让孩子有充分的表达权也很重

要。邱华说，有效沟通不是“家长提

问，孩子回答”的单方面输出，而是

双方互动的双向过程。真正的沟通

是要让孩子拥有足够的、充分的表

达权，孩子愿意主动分享，而家长则

需认真聆听。

“涉及到孩子自己的事情，家

长一定要和孩子共同商量。”邱华

说，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很多

父母经常以“权威”自居，对孩子

独断专行。但在邱华看来，新时代

的青少年儿童们由于较早接受了广

泛而全面的信息，内心渴望平等和

独立，因此“权威型”的教育方式

早已不可行。无论是小学还是初高

中的孩子，都渴望被家长平等而真

诚地对待。所谓真诚的对待，并不

是“形式主义”式的沟通，家长不

能一味地说教和批评，也不能已经

预设好答案而假装征求孩子的意

见，而应该真诚地与孩子共同讨

论、协商。

此外，邱华还提到，要允许孩

子安全而充分地释放情绪。释放情

绪，是缓和矛盾的一种方法。如果

孩子不被允许表达情绪，他会认为

自己是不被接纳的，他的内心也会

因此封闭。除了是孩子们的“校长

妈妈”，邱华也是一位母亲。在两

个身份的转换中，她学到了更多的

沟通艺术。“多一些引导，少一些

命 令 ； 多 一 些 讨 论 ， 少 一 些 决

定。”她说：“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方

向。”作为家长，应该在每一次与

孩子的互动中反思自己：是想去引

导支持孩子还是想掌控孩子？是想

让孩子服从听话还是自律自发？这

个方向不仅决定了家长与孩子之间

的沟通是否有效，还决定了未来孩

子是否愿意敞开心怀，打开沟通的

大门。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越大，似乎

越不愿意跟家长沟通，青春期以后

的孩子往往更难沟通。在成都市第

七中学高级心理教师陈艳萍看来，

这是因为年龄小的孩子说话更自

由，随着年龄增长，孩子越难把心里

话说出来。因此，与不同年龄阶段

的孩子沟通，应该有不同的方法。

陈艳萍说，比如幼儿园的孩子，家长

跟他讲道理不如给他跳舞，给孩子

一个表达的脚手架，用动作引导孩

子学会表达。小学孩子，可以用绘

画的方式协助他们表达。而中学的

孩子，则需要建立一个自由的沟通

空间。

陈艳萍在学校里给家长和孩子

们推行了一个家庭圆桌会议，在家

庭圆桌会议时间，家长和孩子都可

以畅所欲言。她认为，孩子们通过

参加家庭圆桌会议，可以增加参与

感和获得感，也更加勇于尝试和表

达。“家庭中需要建立一个真实、流

动、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每

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可以畅所欲

言。而只有当这个空间像活水一样

流动时，才能孕育出蓬勃、健康发展

的生命。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所有家

长共同的期盼，有些家长甚至早早

地为孩子的成功做好了人生规划，

提前扫清各种障碍。家长对于挫折

总是充满抵触的，总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一帆风顺。然而，成功就一定

是好的吗？挫折，就一定是坏的吗？

陈艳萍分享了一个美国首席大

法官的演讲，这位法官在他16岁儿

子的毕业典礼上的发言题目是“祝

你不幸且痛苦”。为什么会有父母

祝自己的孩子不幸且痛苦呢？陈艳

萍提出一个假设：“按照大部分父母

对成功的定义，孩子一帆风顺地考

上名牌大学，我们就认为这是成

功。但这种一帆风顺的人生就一定

是好的吗？”陈艳萍说，“挫折和成功

对一个人同样重要。”从心理学上

讲，一个人的成熟是他的全能自我

和全能他人全部被打碎的时候，明

白这个世界不是围绕他转的，这个

世界的真相就是无常的。只有遭遇

挫折，才能重塑自我。

罗曼·罗兰曾说：“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了

生活的真相以后，还热爱生活。”陈

艳萍表示，挫折对于孩子的成长，是

有促进作用的。她强调了两个概

念，“恰当的挫折”和“足够好的父

母”。她认为，足够好的父母是指

“60分父母”，不替孩子做太多，让孩

子自己去体验、去经历。父母要客

观地看待成功与挫折，在孩子的成

长过程中，什么时候需要扶，什么时

候不需要，父母要把握好“度”。如

果一味地顺从孩子，孩子就有可能

自我膨胀，经受不了任何挫折。“世

界是反复无常的，谁也不知道明天

会发生什么，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

很难经受风雨。我们不能让孩子活

在童话世界里，只懂童话不懂生活，

只有让孩子自己去经历、去体验，在

碰壁的过程中学会成长，他们的内

心才会更加强大。”陈艳萍说。

正确认识挫折之后，如何更好

地面对挫折、战胜挫折？四川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医学博士陈颖给

家长们提供了建议。她提出了一个

词——抗逆力。所谓抗逆力，就是

指抵抗压力和困境的能力。它主要

包含三个成分：乐观感、效能感和归

属感。作为家长，在孩子遭遇挫折

和困境时，家长要接纳孩子所有的

悲伤、沮丧、难过和痛苦。在这个过

程中，家长应该作为一个“软垫”，接

住孩子并给予他们力量。乐观感来

自家长对孩子的信任和支持，在孩

子面对困难时，家长的期待和支持

会成为一种力量，激发他们去面对

困难、解决困难。效能感则是在“我

可以做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

的。当家长作为后盾，支撑孩子前

进时，他们在逆境中的潜力也得以

激发，抗逆力便得以发展。

学业成绩，是家长们始终关心

的话题。很多家长通过观察发现，

影响孩子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专注力。“专注力差，不一定是

坏事。”《新教育家》杂志社社长姚曦

笑着跟家长们解释道：“我从小就是

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人，但这并不

妨碍我顺利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大

学教师，成为一个教育杂志的创办

人。”

姚曦的儿子似乎也遗传了这一

点。经过观察，他发现，儿子非常热

爱学校和老师，但仍然学不好各门

功课。为此，他尝试了多种办法试

图改善儿子的专注力。例如，用倒

计时设置定时任务等，但儿子的情

况并没有改变。姚曦由此对家长提

出第一条建议：判断孩子是否属于

注意力缺陷。家长可以效仿他的做

法，设置定时任务并制定奖惩方式，

以此进行检测。如果孩子情况有所

好转，那么可以排除注意力缺陷，家

长可以通过规范、沟通、奖励甚至惩

罚等方式帮助孩子逐渐提升专注

力。如果孩子不厌学且情况并未改

变的话，那么家长需要严肃地思考

一个问题：你的孩子是否有注意力

缺陷综合症？从医学上讲，它属于

多动症里的一个分支，表现为思维

异常活跃，天马行空且散乱无法集

中。从表现上看，患有注意力缺陷

综合症的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上，注

意力经常难以集中，明显不同于其

他孩子。

但在姚曦看来，专注力差并不

等于孩子学习不好，反而意味着勇

于尝试和创新，因为思维活跃的大

脑总是让他们有更多新奇的想法。

“我们不要将患有注意力缺陷综合

症的孩子区别对待，而是要带着温

柔而坚定的爱严格要求他们。”姚曦

提醒家长，如何孩子患上注意力缺

陷综合症，除了药物干预以外，对抗

性运动也很重要。因为孩子在进行

对抗性运动，比如打篮球时，他不仅

要全神贯注，还要集中精力去防守

对方。在运动过程中，大脑会分泌

多巴胺，而多巴胺又会提高专注度，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行为管理同

样重要，家长要有原则、有底线地要

求孩子做好每天的事情。”姚曦说，

有注意力缺陷的孩子因为自律性

差，更需要家长的细致检查。例如

每一天的作业记录本必须记录日

期、天气，甚至精准到哪一页、哪一

题，每堂课的课堂笔记也要仔细检

查。姚曦坦言，注意力缺陷拉近了

他和儿子之间的距离。“我每天陪着

他进行对抗训练，每天督促他服药，

我们都感受到了彼此的重要性。”

如果孩子患上注意力缺陷综合

症，家长也不必过于焦虑。关于专

注力，陈颖给出了专业的解释，因为

大脑的发育，孩子在不同的阶段，专

注力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孩子的

专注力因人而异，而且还会随着年

龄、身体的发展而变化。她建议，当

家长发现孩子专注力差，不要轻易

下结论，应将孩子送至医院进行专

业判断。“医院会根据一些认知功能

的测评、持续注

意的测评、家庭

问卷结合学校

表现进行综合

诊断。”一旦确

诊为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轻微

者可以通过家庭的行为训练等方式

调节，严重者则需要药物的支持。

“很多名人，像菲尔普斯、爱迪生等

都有注意缺陷。家长不要过于放大

孩子的缺陷，要学会看见孩子的长

处。”陈颖说。

2021年10月23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下称《家

庭教育促进法》）经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

过，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家

庭教育促进法》具体包含哪些内

容？它给家庭教育带来了哪些启

发？为了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家

庭教育促进法》，依法带娃，《中国

教育报》驻四川记者站副站长胥茜

对此进行了解读。

《家庭教育促进法》是为了发

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

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

和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

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制定的

法律。胥茜说，立法的主要目的就

是充分尊重父母进行家庭教育的

自主性和自由度。那么，什么是家庭教育？法

律给出了解答，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

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

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而设立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根本任务则是，促进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法律对家庭教育提出了五大要求，其中

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尊重未成年人身心的发展

规律和他们个体的差异。”胥茜解释道，每个孩

子都是一个独立且不同的个体，这是非常符合

实际情况和个体差异的一个要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到《中国

儿童发展纲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几十年

来，我国有接近20项文件都谈到了孩子的教育

问题，但都没有以立法的形式，更多是指导性

的意见。而去年颁布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中，

却明确提出了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法令

中第十六条，列举了家庭教育的六大内容。第

十七条，列举了家庭教育的九大方法。”但在胥

茜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每个家庭在进行家

庭教育时，应当在实践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

方法。”此外，《家庭教育促进法》中还提到了社

会协同，明确了国家干预的内容。“这是非常关

键的，此后在家庭教育中，即便是父母，也会受

到法律的限制。家校的合作也有了法律的依

据，学校老师也可以根据法律更好地进行家庭

教育指导。”胥茜说。

大约20年前，就有专家提出疑问，几乎所

有的职业都有资格要求，为什么父母这个职业

没有资格认证？归根到底是因为，做家长不需

要门槛。而且家庭教育没有统编教材和课程

标准，也没有固定的课程模式。如今，随着《家

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和实施，家庭教育指导

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

也风靡一时。胥茜提醒广大家长：仔细甄别各

大机构，“家庭教育的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

还是家长那颗无条件爱孩子的心。”她说，弗洛

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及，无条件的爱是一件难

事，但这件难事是家庭

教育指导师无法教给家

长的。家庭教育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

而就。时代在进步，形

势在变化，每一位家长

都应该做好准备，不断

更新教育观念和方法，

不断学习和成长。“我们

随着孩子的生长而生

长，这是停止不了的事

情。”胥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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