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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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

出现一些“叛逆”时刻，正向教育

难以见效。于是，一些家长就使

用“反向式育儿”的方法，让孩子

在“执拗”中“尝苦头”“跌跟斗”，

最终实现自己的教育目的。

比如，零度天气，一个小女

孩因为“动画片里的公主就是在

冷的地方”，执意穿单薄的公主

裙出门，妈妈便让她亲身体验一

番，结果孩子出门走三步就后悔

了；一个男孩沉迷游戏，父母就

让他每天玩够16个小时，每场游

戏结束还要复盘，3 天下来孩子

崩溃了 4 次，嚷着再也不玩了；

有个孩子做事拖沓，家长就“依

葫芦画瓢”，孩子嚷着上学要迟

到了，家长仍然“不慌不忙”，

几次下来，孩子还真改掉了做事

拖沓的习惯。……

“反向式育儿”的本质是一种

体验教育，让孩子在试错中改掉

坏习惯。因为能减少与大人的对

抗性，增强教育的深刻性，并形成

较为持久的“绕过”反应，常受到

家长的追捧。近年来，一些育儿

经验分享中常常举出这类例子，

一些短视频博主也热衷于这类操

作，并美其名曰，“‘倒’着教，也不

错。”“走孩子的路，让孩子无路可

走。”

但也要看到，“反向式育儿”

通常是以孩子“尴尬”来收场的。

这一尴尬，虽然可能因尺度刚好

或孩子适应性强、家长准备充分，

让孩子很快“幡然醒悟”、理想“着

陆”，但也可能因不具备这些条

件，让孩子误认为是家长在“恶作

剧”，“故意让我出丑”，影响实施

效果和亲子关系。比如，使用这

一方法，一些性格偏执的孩子在

懂得了不对、不好后，还会固执己

见；一些自尊心较强的孩子一旦

受到了心理伤害，就很难在短时

间内自愈；有些试错因没有考虑

好安全风险，让孩子和家长终身

抱憾。

我曾亲见过这样一个例子。

小时候，生活条件普遍不好，隔壁

家的孩子天天嚷着要“吃肉”，还

到处“看嘴”，结果大人就准备了

一大碗肉，还逼着孩子吃完了。

如今，当年的孩子已长成大人，可

看见肉就“想吐”。这个例子告诉

我们，孩子的有些偏好、习惯，也

只是家长认为的不好或现在看起

来不好，在纠正时一定要注意甄

别和尺度，否则，就可能给孩子留

下影响一生的心理阴影。

因此，使用“反向式育儿”这

一方法，使用前一定要综合孩子

的特点、环境条件、成长影响进行

必要性、风险性评估，确保不乱

用、不滥用；使用中要保持必要观

察，确保风险可控、孩子安全；使

用后要加强沟通疏导，晓以利害，

在孩子知过后不反复提及，不向

他人提及，避免孩子曲解、误解。

每种育人方式都有其利弊，

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才是好的育

人方式。但要看到，对大多数孩

子来说，加强榜样示范、表扬鼓

励、陪伴合作等正向教育才是好

的教育方式。“反向式育儿”这一

剑走偏锋的教育行为，只能作为

正向式教育的补充，切不可想用

就用、一用了之。

用声音激活书中的生
命力量

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听大人讲

图画书时的心情，再回想一下自己独

自看图画书时的感受，二者是否有微

妙的不同？哪种阅读方式更令你感

到喜悦或者难以忘怀？

事实上，比起独自阅读图画

书，几乎所有人都更喜欢听故事，

包括成年人。正如我们常说的“讲

故事”“听故事”，而鲜有说“看故

事”。这与识字量的关系不大，更多

是因为图画书本身就是“用耳朵接

受的书”，唯有声音才能激活它潜藏

的生命力量。

优美的声音，是一种态度。当

我们说某件事物“优美”，那就意

味着它不是懒散的、敷衍的，声音

亦不例外。声音中包含了成人的态

度，你的声音是刻板的、机械的抑

或是灵动的、满怀爱心的，孩子会

以讲读是否“优美”来给出答案。

诚心诚意地讲读图画书给孩子听，

用声音的生命力生动传达书中的意

韵，才能点亮孩子对书的满心期

待。

优美的声音，是一种节奏。不仅

仅是音色的甜美或富有磁性，而是更

关注于声音在讲读图画书时的那种

“放松”与“紧绷”相互交替的节奏

感。通过声音朗读文字，书页中的画

面被注入了生命活力，瞬间灵动起

来；通过声音的节奏，孩子能在视听

配合中用想象力去描绘故事中的世

界。

孩子的世界总是生机盎然。这

种“生机”来源于好奇，是一种想要探

寻不可思议事物的“神秘感”。给孩

子讲读图画书，虽是念出文字，但正

是声音中的这种“神秘感”赋予了文

字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比如，当我们

念出“很久很久以前”时，孩子仿佛搭

乘着声音的时光机，来到故事发生的

那个原本遥不可及的时空，成为故事

的亲历者。

在亲密搂抱中传递书
中的情感力量

读书不等于识字。识字能力大

同小异的成人，读书能力却大有不

同。能够真正理解书的内容才算是

读书。因此，亲子共读图画书，目的

不是教孩子识字，不是掏出书中有限

的知识，而是通过讲读，帮助孩子理

解书的内容，发掘书中丰富绚烂的世

界，让那些美好的情感体验长久地留

在孩子的生命里。

亲密搂抱，能让孩子感受到爱

与安全感。这种被手臂包裹的紧

实、温暖的感觉，可以唤起人们内

心深处在婴儿时期曾体验过的温暖

爱抚，带给孩子一种安全感。安全

感是平等沟通和交流的基础，如果

身处让人感到危险的环境，又如何

敢于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呢？

亲密的感觉是一种情感力量。抱着

孩子阅读，让孩子感到自己被关注

着、被爱着、被保护着，即使故事

中的“大灰狼”窜出来，自己也绝

对安全。

亲子共读图画书，成人的优势

在于拥有相对丰富的人生体验和读

书经验，在阅读时能充分体会作者

的心情和思想。给孩子讲读图画

书，将书中文字转化为生动、温暖

的话语，把自身的内涵与图画书结

为一体，将书中的真谛和自己的感

受传递给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孩

子根据自己的理解，时而提出疑

问；时而要求大人同意他们的意

见；时而自言自语；时而故意改变

说法；有时更可能意犹未尽，一遍

遍要求大人讲读同一本图画书……

抱着孩子阅读，就如同与孩子手牵

着手到故事国度中去旅行，共同分

享一段充满温暖的快乐时光。这些

感受，无论新或旧、深或浅、寻常

或新奇，都弥足珍贵，因为语言启

发了新的语言，印象发展了新的印

象，父母与孩子都在彼此身上汲取

了养分。

亲密搂抱，也是搭建亲子沟通

的桥梁。你是否留心观察过，孩子

最喜欢的一本书，往往是你讲读最

多的那一本，也大概率是你最喜欢

的那一本。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

于当我们讲读自己喜欢的书时，喜

悦的情绪会自然地流露并传染给孩

子，孩子就更容易爱上这本书。可

见，亲子共读是一座沟通的桥梁。

抱着孩子阅读，细心关注孩子的表

情变化和情绪反应，我们或许更容

易察觉到那些日常生活中难以了解

到的、孩子内心深处的想法。你们

可能在某个情节，相视一笑，或同

仇敌忾，或相互鼓励。心灵的相

通，才能产生共鸣；共鸣愈多，心

理的距离就愈容易拉近，这便是日

后亲子沟通和人际关系的基础。

自由地享受阅读的乐
趣

女儿最后说的“等你做到了我

会告诉你”，她没有用简练的语言表

达出来。不过，我猜想她想说的应

该是对“阅读使我快乐”的开放性

表达。

阅读是快乐的。对于任何人来

说，阅读的首要价值都应该是“乐

趣”，而非“学知识”等其他用途。

很多成年人，在岁月流逝中或多或

少地丢失了儿时的“超能力”，比如

透彻的洞察力、对自然的感受力以

及对美的直觉。但在亲子共读中，

我发现似乎可以找到童年那个天马

行空的自己，因此我也越来越喜欢

读图画书。有时候，给孩子讲着讲

着，我自己比孩子还陶醉其中，而

我期望通过故事让孩子了解的某些

事情，都通过这些有趣的内容悄悄

印在了孩子的记忆里。多一些“有

趣”，少一些“有用”，无用之用，

方为大用，确是这个道理。

阅读是自由的。受年龄、阅历等

因素的影响，人们对于同一本图画书

的感受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人，

反复阅读一本书也会不断有新的发

现，产生新的理解。因此，亲子共读

需要平等、开放、多元的氛围。成人

的讲读并没有固化的格式或范例，创

造性的发挥、个性化的坚持，根据孩

子的反馈即兴调整对故事的讲解，本

身就是多元风格的展现。在以看图、

读图、赏图为主的图画书面前，成人

用成人的感觉，孩子用孩子的思维，

没有权威，没有对错，没有必须总结

出的“大道理”。孩子如果打心底里

喜欢，必然会主动提出问题或表达自

己的看法。这时，我们自然地、温暖

地回应他，与他沟通，这便是最好的

阅读指导。

我时常想，从亲子共读迈向孩子

的自主阅读，再到养成终身阅读兴趣

和习惯，这成长的道路上总有一些

“看不见的力量”在激励着孩子前

进。正如《小王子》一书中所揭示的，

不仅时间看不见，还有人间的真爱和

心灵，我们也看不见，然而，它们确确

实实存在着。“最重要的东西，眼睛是

看不见的。”对于亲子共读来说，什么

是成功的要诀？我想我找到了自己

的答案。

（作者系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教师）

“反向式育儿”
值得推崇吗？

■ 张小军

亲子共读秘笈——

多一些多一些““有趣有趣””少一些少一些““有用有用””
■ 韦洁璇

女儿今年4岁，很喜欢听大人讲读图
画书，尤其喜欢缠着我给她讲读。

一天，她又来找我讲故事。我问她：
“你为什么喜欢找我讲呢？”

“因为你讲得好呀！”她回答。
“那你说说，我讲的好在哪里？”我接

着问。
“你的声音很优美；你抱着我很舒服；

还有……等你做到了我会告诉你。”
她的回答让我很受触动。原来在孩

子眼中，高质量的图画书共读竟是取决于
声音、感觉这些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因
素。这也促使我重新思考——亲子共读，
什么是成功的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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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接儿子放学，一看到他，我便发

现他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赶紧问他怎

么啦？儿子摇了摇头不作声，再问，他

也只是在我前面静静地走，没有像以往

一样蹦跳，更没有像以往一样和我叽叽

喳喳……到底怎么回事？各种猜想在

我脑子里浮现，我太想知道他怎么了。

等到了家，我又开始问他，我告诉

他无论在学校里遇到了什么事，都可以

和妈妈讲，妈妈会帮他分析、判断，甚至

还可以帮他主持“正义”。听我说到“主

持正义”，儿子莫名笑了，微笑中却又带

着一丝尴尬。儿子说：“今天我太倒霉

了，让老师骂了一顿。”其实，我大概猜

到是这么回事，但听儿子这么一说，我

还是一惊，赶紧问他是哪个老师，又是

什么原因。说到这里，儿子倒也不遮掩

了，他沮丧地告诉我是数学老师说他没

认真听讲。

我嘘了一口气，这次没有认真听

讲，那以后认真听讲便是，有错改之，善

莫大焉。我告诉儿子，老师说他几句，

也是为了他好，他才 三 年 级 ，正 是 打

基 础 的 时 候 ……儿子却叹气：“妈妈，

你不是说只要成绩好，老师就会喜欢我

吗？我数学成绩很好，为什么感觉老师

还是不喜欢我。”我问他从哪里看出老

师不喜欢他？就因为挨了几句训吗？

我告诉他，学习成绩好，学习态度也要

好，如果仗着成绩好就不认真听讲，那

挨几句训也不委屈。

本想多说几句，可看儿子一副愁眉

不展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这时候，比

起说教，儿子应该更需要安慰。儿子从

小喜欢数学，每次课堂练习也好，测试也

好，他基本都能拿满分，他喜欢数学课，

也喜欢数学老师，这次猛不丁地被老师

训了，这心理落差肯定很大。想到这里，

我拉近儿子，故作神秘地告诉他，其实，

我小时候也被老师骂过。看吸引了儿子

的注意，我开始给他讲起了我的旧事：记

得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午

睡课不肯睡觉，东张西望，打扰了同学，

被老师喊去过办公室；还有一次，回家贪

玩，以致家庭作业没有完成，第二天被老

师罚了“重做5遍”；最厉害的是有一次，

我和同桌打架，还被老师请了家长……

我告诉儿子，那时候，我也是好学

生，不止是班干部，还成绩好，年年是

“三好学生”，可老师也丝毫没给我“面

子”。老师为什么不给我面子呢？这恰

恰显示了老师的公正、公平。要是看你

成绩好，就偏袒你，这不是喜欢你，而是

害你。而且老师骂我们，也不代表就是

不喜欢我们，只要我们汲取教训，有错

改之，老师会看到的。

这一刻，我没有忌讳把我小时候的

“糗事”说给儿子听，我不惜“揭丑”，不过

是想告诉儿子，犯了错、挨了训没关系，

重要的是有错就改。每个人的一生中都

会不断地遇到风风雨雨，我们可以暂时

沮丧，但最应该做的是坦然面对，去克服

和战胜困难，没必要一遇到不顺心的事

就感觉天昏地暗，克服了，战胜了，每一

步都是成长。

我也被老师“骂”过
■ 管洪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