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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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家有道

还有一类母亲，对孩子十万个不

放心，孩子日渐长大，她还依然对孩子

亦步亦趋。这样的母亲为了孩子呕心

沥血，却往往吃力不讨好，对孩子的教

育效果不佳，和孩子的关系也容易趋

于紧张，自己的状态也很差。

小学生冬冬（化名）的妈妈就是这

类型的妈妈。她甚至对紧盯孩子、控

制孩子有着强迫症：孩子放学一回家，

想放松几分钟，甚至很勤快地想帮忙

摘菜、摆碗筷，她却毫不领情，而是迫

不及待地催促孩子进屋写作业；孩子

一吃完晚饭，想发呆几分钟，她觉得这

样太浪费时间，于是分秒必争地催促

孩子抓紧时间学习；孩子做了一晚上

作业，走出书房想和爸爸妈妈闲聊几

句，想和兄弟姐妹玩耍一会儿，她就一

脸严肃地命令孩子快去洗漱睡觉，第

二天精神抖擞上学去。

冬冬这样的孩子不在少数，他们

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掌控自己生活

的自由度。但凡做一点和学习不沾边

的事，妈妈就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浪费

生命。冬冬在妈妈的“高压”管控之

下，有点轻度抑郁了。当冬冬和他父

母来我这咨询时，悄悄告诉我，他现在

一分钟都不想和妈妈在一起，只想和

爸爸一起踢球。

为了孩子殚精竭虑的冬冬妈妈，

却得不到孩子的理解，还把孩子逼成

了抑郁症。这样的母亲需要学会对孩

子放手，给自己松绑。孩子和我们成

人一样，学习一天回到家也需要放松，

需要有张有弛，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孩

子其实比成人更需要生活的调剂、情

绪的宣泄、适度放松。

所以，做一个平衡型母亲，必须给

孩子适当的业余时间和自由空间。放

学后让孩子放松一会儿，做一些和学

业无关的事，踢踢球、跑跑步，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和兄弟姐妹、小伙伴

玩闹一会儿……这些事情看似和学习

无关，却能帮助孩子放松。会休息的

人才会工作，孩子休息一阵子再进入

学习状态，这其实比一天到晚刷题，效

果要好得多。

对孩子亦步亦趋、盯得太紧，还会

影响亲子和谐。最好的关系是保持一

定的距离，这不仅适用于朋友关系、婚

恋关系，同样也适用于亲子关系。给

双方一点空间，张弛有度更有效。孩

子的事情当然要管，但不要管得事无

巨细，令孩子烦；孩子的学习当然要过

问，但不要问得面面俱到，令孩子怕。

你要掌握分寸，掌握放手的艺术，掌握

收放自如的技巧，这样既是给孩子松

绑，也是给自己解绑。

虽然当了妈妈，对孩子尽心尽力

没错，但你不是一个拴在孩子身上的

全能服务器，你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个

体，你还有自己的工作、生活、娱乐和

休息。你要尊重自己的这些权益，不

要把所有时间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茶余饭后，你不必时刻都想着“必须为

孩子做点什么”：是不是孩子的哪一门

薄弱科目要亲自盯一下？是不是该和

孩 子 的 哪 一 位 科 任 老 师 沟 通 一

下？……请放松一下，想想自己多久

没有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书柜里年少时爱读的散文诗是不

是束之高阁、尘封已久了；角落里的跑

步机是不是很久没启动了；小区里的

花儿都开了还没好好欣赏一下；久未

联络的闺蜜们是不是该联系一下

了。……

为 人 母 当 然 要 尽 到 母 亲 的 责

任，在孩子的成长阶段，我们的很

多时间、精力必须倾注在孩子身

上，但也不能失去自我。全身心扑

在孩子身上的母亲，往往教育不出

正常的孩子，因为母亲本身已经失

去平衡。成天紧张兮兮的母亲只会

让孩子更紧张，也更容易陷入养育

倦怠之中。收放自如的你在孩子眼

里更有魅力，教育也更能起到效

果，孩子也更愿意亲近你。

2022年，“双减”政策继续深化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也正在施行。时代呼唤“新”父

母！妈妈们要努力成长为不忘自我提

升、富有教育智慧、心态淡定平和、懂

得收放自如的新型母亲，和孩子一起

幸福成长。

（作者系文质教育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生命化教育与儿童阅读推广人）

编者按

综艺节目《少年说》中，高一女孩王晗晗对妈妈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她除了是我妈妈，她还是她自己。希望妈妈不要把重心只放在她身上，而是勇敢

做自己。在孩子眼里，更希望妈妈活出自我。

母爱的表达方式有千万种，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时代的母亲们，不再只是付出、包容、无私、坚强的形象，她们有了更多表达母爱的方式，她们明白，

好妈妈绝不是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事业和梦想，而是应该借助孩子完善自我，成为孩子的引路人。今天，我们如何做母亲？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一位

从事家庭教育工作多年的母亲，用文字记录了自己对母亲这个角色的思考。

今天，如何做母亲——

活出自我，和孩子一起向上而生
■ 王莉

每年的母亲节，我都会写一些文字，记录这一年来自己在做母亲的路上是如何成长的，记录一年里自己接手的家庭

教育咨询中最有特色的案例，也记录自己对亲子关系、母亲角色的新思考：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母亲？母亲到底应该给

予孩子什么？

大多数妈妈都知道，家庭教育的

本质其实是父母和孩子共同成长。这

个“共同成长”，我认为有两层意思：第

一层意思是，父母在陪伴孩子成长的

过程中，自己有所反思，有所感悟，并

从养育孩子中获得了进步；第二层意

思是，父母在有了孩子之后，始终不放

弃自我提升。因此，作为母亲，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学习、提

高和完善。当了妈妈之后，我们依然

是独立的个体，虽然我们对孩子爱得

深沉，但我们也要“自私”一些，任何时

候，都不应该以牺牲自己的成长为代

价去养育孩子，否则，我们就不是一位

完整的母亲，也难以成为合格的母亲，

难以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

一些女性朋友在有了孩子之后，

常常摆出一副愿意牺牲自我、无私奉

献的架势，事业、健康、美丽、朋友……

似乎一切都可以为了孩子而放弃。我

很不赞成这样的做法。只有对自己生

命足够负责和尊重的母亲，才知道如

何去呵护和成全孩子的生命成长。所

以，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母亲？我觉

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勿忘自我提升，

要做成长型母亲。

那么，有人要问了，在“自我”与

“孩子”之间，应该如何取舍才能做到

平衡？很多女性当妈妈之后会把更多

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甚至愿意或不

得不为了孩子而放弃工作。当自我成

长与养育孩子之间发生矛盾时，该如

何抉择呢？每个家庭的情况大不同，

不会有标准答案。我想跟大家分享我

母亲的亲身经历，或许可以给更多的

母亲一些启发。

我的母亲曾经当了一届我们县的

副县长，因文凭不够，组织上想继续培

养她，就打算派她去省农干校进修三

年，回来可继任副县长甚至担任其他

要职。这对母亲来说是个难得的机

会，还可圆她少年时最渴望的求学

梦。我们都以为上进心很强的母亲会

毫不犹豫地踏上通往省城的路。

那个年代的闽西山区交通极其不

便，县城到省城是个遥远的距离，需要

坐一天的汽车，再坐一天一夜的火

车。母亲若去进修，恐怕一年只能回

家一两次，不像现在有高铁，周末就能

回家探亲。如果去省城进修三年，母

亲就等于一年只有几天时间可以和我

们在一起。母亲算了一笔账，那时候，

我大姐上初中，二姐上小学，我上幼儿

园，母亲说如果她去学习三年，父亲一

个人照顾我们姐妹三个太辛苦了。她

离家那么远，对我们疏于陪伴，很可能

影响我们三姐妹的成长。

最后，母亲留下来了。为了我们

三姐妹在成长过程中天天可以见到

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更好的前途。

每每想起此事，我就很感激母亲没让

年幼的我成为“半留守儿童”。不然那

三年真的很可能对我的成长产生巨大

的影响。同时，我也为母亲当年没去

进修感到遗憾，母亲的回答却是：“人生

就是取舍，我选择陪伴你们，无怨无

悔。”

放弃了职位的母亲，并没有放弃

自己。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母亲的单

位有一个在本地的党校进修名额，这

一次母亲努力把握了机会。在党校读

书的两年里，母亲对我的学习态度的

影响极大。她每天早上 5 点起床，一

边做饭，一边用老式录音机放着磁带，

磁带里是录好的学习内容，什么“螺旋

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我就是那时候

听到的，那是母亲的“形式逻辑”课。

至今，“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这

些词在我人生遇到困难，陷入低谷的

时候，总会突然跳出来，告诉我：不要

悲观，没有事情会一帆风顺，因为事物

都是像螺旋和波浪一样曲折前行的。

我永远记得母亲牵着我的手走向

党校去求学的一个个周六下午，我特

别喜欢那样的周六。“跟着妈妈去上

学”这件事成为我童年时期一件特殊

而美妙的事情。母亲不会知道，她那

几年的求学经历成了我一生向上的力

量，始终鼓励我在人生路上勇往直前、

积极进取。后来，当我遇到学业上的

困难时，我就会重温母亲牵着我的手

所传递给我的力量，然后就有了新的

动力。

相信每位母亲尽管情况不同，但

只要心中依然有向上的理想作为支

撑，都能够在养育孩子的同时也很好

地提升自己。记住，你成长的样子最

美，那是给孩子的最好榜样。

当下家教界有一股“歪风”，那

就是“虎妈”盛行。一些妈妈被虚荣

心、功利心、攀比心蒙蔽，忘记了对

孩子的初心。她们以“我是为了你

好”的借口，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绝对

强势。在教育焦虑泛滥的当下，“虎

妈”之类的书还被不少家长趋之若

鹜。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像打了鸡血

一样，无视儿童生长的自然规律，无

视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无视孩子的

自我意志，逼着孩子在学习、刷题的

路上疲于奔命，还口口声声对孩子

说：“我这是为你好。”

这哪是“为你好”，分明只是“我需

要”。这样的“虎妈”并不强大，反而很

虚弱，虚弱到不仅不能坦然接受自己

的平凡，还简单粗暴地把自己的焦虑

与恐慌，以及未能实现人生理想的失

落与沮丧，全都押码在幼小的孩子身

上，一厢情愿地要求孩子挣回一个可

以为父母炫耀脸面、满足虚荣心和攀

比心的“伟大前程”。

所以，我们要做智慧型母亲，不要

被功利心牵着鼻子走，也不要盲目从

众、随波逐流。我们要冷静思考，找回

对孩子的初心。诚如黎巴嫩诗人纪伯

伦在其《致孩子》一诗中所说：“你的孩

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

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藉助

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

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

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此诗寥

寥数语却极有深意，引人深思：孩子不

是我们的“私产”，而是独立个体。孩

子有他自己的思想，有他自己的活

法。作为父母，我们的使命就是，既能

接受孩子的平凡又能不遗余力地支持

孩子实现他的理想。

先说说接受平凡。我们的孩子，

大概率都会成为普通人，是平凡的芸

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们如果真的爱孩

子，就能接受孩子和我们自己一样平

凡、普通；就不会拿我们自己未遂的

理想强加于孩子，对孩子进行情感绑

架或心理施压，逼迫孩子放弃自我而

去帮我们实现梦想；就不会对孩子寄

予过高期望。在认清了孩子不是神

童、不是天才之后，依然对孩子无比

珍视且积极鼓励，这样的爱才是真

爱，这样的母亲才是强大而淡定的母

亲。

接受了平凡，然后呢？就索性“无

为”，放任孩子平庸吗？不，这也不是

负责任的、智慧的母亲。智慧的母亲

在接受了孩子的平凡之后，会想方设

法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优势并因材施

教。我们的孩子虽不是天才，但一定

有自己的天赋，一定在某一个方面有

着自己的强烈兴趣与独特优势。父母

的责任在于给予孩子充足的空间与充

分的尊重，让孩子在一个比较宽松的

家庭环境中展现这个优势。

找到优势之后，智慧母亲要做到，

不管孩子的兴趣在大人眼里多么普

通，都不要嫌弃或嘲笑。比如，孩子不

想当工程师、科学家而想当理发师、厨

师、赛车手，你要坦然地接纳孩子、真

诚地鼓励孩子、勇敢地支持孩子去发

展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

人生价值。我始终坚信，只要敢于坚

持自我、活出自我，就一定能找到属于

自己的亮丽风景。

“虎妈”有什么值得效仿的，真正

应该被赞赏的是那些温和而坚定的母

亲——温和地接受孩子的平凡，同时

坚定地支持孩子追逐理想，这才是为

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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