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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养育孩子
的过程， 促使
我们不断地学
习、思考，增长
智慧， 让我们
不 断 完 善 自
己， 更加懂得
理解和宽容，
懂得自律和责
任， 懂得珍惜
和感恩。

经济条件越差的家庭， 孩子接触书
的机会越小……越贫穷， 好书买得越
少、 看得越少， 这可能导致家庭的贫穷
和无知代代相传。

童书出版人，儿童教育作家，中国教育报家
庭教育特聘专家，微信公众号“童书出版妈妈”

■三川玲

儿童阅读的
经济研究

关于儿童阅读的重要性， 家长们可能会
特别在意这个数字———据英国最近一项研
究，童年阅读能力越高的孩子，长大后社会经
济状态就越好。7岁时阅读水平每提升一个等
级，42岁时年收入就提高5000英镑 （约合
47000元人民币）。

这个关于阅读的经济研究结果， 可以让
最实用主义的父母重视阅读， 把书看成是最
重要的儿童必需品。

另外， 我也常常用经济学的思路跟年轻
的父母说：书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商品，只
需花一瓶儿童洗发水的钱， 或者小朋友坐五
分钟电动玩具的钱， 就可以买到在世界上某
一领域最有建树的人的核心生命价值， 买到
他几十年最重要的人生财富。

创建“童书出版妈妈”这个微信公众号之
后，我接触了超过十万个家庭，了解到数以万
计孩子的阅读情况， 不得不说， 经济条件越
差的家庭， 孩子接触书的机会越少； 越爱斤
斤计较的家庭， 越容易受到促销打折的诱
惑， 购买的图书并非“最有建树的人的核心
生命价值”……越贫穷好书买得越少、看得越
少，这可能导致家庭的贫穷和无知代代相传。

同样，我认为，贫穷家庭改变命运、富裕
家庭保持富裕持续发展力，最重要、最划算的
手段是阅读，所以，重要的是用尽量少的钱买
到尽量多的好书。

我发现， 家长购买童书有两个违背原则
的做法：

1.买书最关心图书的打折力度，关心图
书是否册数多、是否套装；

2.看见孩子愿意读书就很高兴，只要孩
子喜欢就统统买下，结果买了很多快餐读物。

第一种情况，家长的购书热情很高，家里
也摆满了各种童书，但孩子爱看的书并不多。
因为这些书看上去极容易获得， 孩子并不觉
得阅读这件事情有多金贵，对此十分漠然。我
小时候只有几个玩具， 以至于现在还记得当
年玩过的积木和跳跳铁皮小青蛙。 我的邻居
是一个奶粉企业的赠品采购负责人， 她几乎
每天都能给她的孩子甚至我们家带回各种样
品玩具。结果，他们家两个孩子都得了玩具厌
恶症， 任何玩具到了他们手里都是拆开看一
看、摸一摸，然后再也不动了。

图书是否打折， 在家长的购买决定因素
里应该排在最后。 回想一下我们买便宜衣服
的经历，就知道买深思熟虑的好品质衣服（哪
怕很贵）其实是最划算的，因为使用频率高，
穿得舒服、每次获得的心理收获大。

图书同样也是。大多数孩子，从0岁到18
岁，有500本好书的阅读量已经足够了，把这
500本好书的总价平摊到18岁的每一年，其实
父母需要支出的金钱并不多。而且，如果善用
图书馆、绘本馆资源，花费会更少。

规定自己一年只能买多少册书之后，你
购买每本书都会深思熟虑， 孩子在阅读的时
候能够得到的快乐和收获也是巨大的。 不要
让图书是否打折来干扰你的判断， 那样会让
你花更多的钱反而错失了好书。

也不要把孩子和你急切想看到的书放到
购物车里面等待打折。 一是因为世界上最便
宜的图书就在中国， 也仅有中国才有图书打
折这样的奇葩现象； 二是因为世界上最珍贵
的就是对某本图书的热切渴望———那种类似
于爱情的东西，无法反季节消费。

第二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带孩子逛书店，
让孩子亲自选书时候。 孩子们一看见有喜羊
羊、植物大战僵尸、光头强、巴啦啦小魔仙这
些卡通形象的图书就走不动路了， 不买几本
就不愿意出书店门。

我不赞成孩子们看这样的书。 仅仅举植
物大战僵尸为例， 我知道这是一款成功的游
戏，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玩，但是，它凭什么作
为一本童书来卖钱呢？ 里面有儿童文学作家
的劳动吗？有儿童教育家的劳动吗？如果有，
在成本里占了多少比例呢？ 如此著名游戏形
象的授权一定是个不菲的数字， 而形象授权
费显然是图书成本的一大块， 我们为什么要
为这笔授权费买单？

同时， 我和一些朋友也约定不给孩子买
任何卡通形象的商品， 我们可以为童装的舒
适布料付费，可以为美术颜料的安全性付费，
可以为书包符合孩子使用习惯的设计付费，
但不为多出来的那个大得占满了整个页面的
变形金刚和迪斯尼公主付费。

因为我不想让孩子从小就不重视事物内
在的价值而追捧表面的流行。 要让世界上少
几个杨丽娟那样的追星族， 就请家长从不为
卡通形象和明星代言付费开始吧。

家长可以掰着指头算算，孩子每天可以用
来阅读的时间究竟有多少，看平庸的书，最不
划算的，就是浪费了孩子宝贵的童年时光。

开学了， 不知又有多少
孩子被父母送进了全托幼儿
园或寄宿制学校， 送孩子寄
宿是基于孩子的需要还是满
足家长的需要？ 寄宿对孩子
有哪些负面影响？ 忙于工作
或者担心老人过于娇纵孩子
的年轻父母， 能不能避免送
孩子寄宿这把双刃剑对家庭
的伤害？ 本报特约家庭教育
研究者尹建莉， 曾经送女儿
初中寄宿的家长， 谈谈她的
反思和建议。

———编者

寄宿生活给孩子带来的心灵创伤一生都难以弥补

上大学前 孩子最好别寄宿

■很多人
成年以后的情
感 和 心 理 问
题， 往往可以
追溯到童年时
期在情感和安
全感方面的欠
缺。

■苏联教
育家苏霍姆林
斯 基 说 过 ：
“最好的寄宿
学校也不能代
替母亲。”

■英国经
济学家亚当·
斯密认为， 孩
子长时间和父
母分离会使家
庭伦常和家庭
幸福遭到最根
本的破坏。

原来， 儿子每天都在给我们打分
■肖梦华

昨天杨杨对爸爸这两星期以来的良好
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并宣布：从今
天开始， 爸爸可以从白痴爸爸的级别上升
到菜鸟爸爸了。原来，杨杨每天都在为我们
的表现打分呀！

杨杨把打分等级分为六级： 一等是白
痴级父母，0到40分； 二等是菜鸟级父母，
41分到59分； 三等是合格父母，60分到75
分；四等是良好父母，76分到85分；五等是
优秀父母，86分到95分；六等是完美父母，
96分到100分。

评分内容也分为六大类， 第一类是生
气指数（情绪管理指数），共15分。 按时间
分几个不同的档次，如一天没生气，不发脾

气，不训斥人，可得一分；一星期表现良
好可得3分，以此类推，一个月可得5分，
三个月是8分， 半年是10分， 一年是15
分。

第二类是陪伴指数，共20分，按父
母陪伴孩子玩耍、 游戏和运动的时间和
质量分档次评分。时间也分为一天、一星
期、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来打分。
至于质量嘛？ 杨杨说是根据他自己的感
觉给分。

第三类是读书、学习的指数，共15
分，也是按时间分档次打分。

第四类是表达爱的指数， 共15分，
此类打分比较主观， 除了计算我们在行
为上（比如说“我爱你，宝贝！”拥抱他，鼓
励他）表达爱的次数外，大多是靠他自己

的感觉给我们打分， 我们夫妻之间的亲密
举动可得最高分。

第五类是了解孩子的指数， 共15分，
按吃穿住行、 兴趣爱好和他的情绪指数打
分， 重点在了解他的兴趣爱好和他的情绪
指数上，分为六个等级。

第六类是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的指数，
共20分。 每天都学习一小时可得满分20
分，一星期学三次可得15分，一个月学六
次可得10分，三个月学六次可得6分，半年
学一次只得3分，一年学一次勉强得一分。

杨杨爸爸只得了48分， 而且还是鼓
励分， 多少有些沮丧和惭愧。 我赶紧对杨
杨说， 爸爸妈妈分工不同， 妈妈负责照
顾、 陪伴你， 处理家里的事务； 爸爸主要
负责赚钱， 给我们经济上的保障和安全

感， 也非常辛苦呀！ 这些也应该给爸爸加
分的。 杨杨考虑了一会 ， 才豁达地说：
“这样呀， 那看他这两天的表现， 就让他升
到合格父母吧。”

杨杨十分肯定我对他的付出，要给我打
满分。 我心中暗自欢喜，但还是谦虚地请杨
杨慎重打分，把某些分值降下来，毕竟我离
完美父母还是很有些距离的。杨杨经过慎重
考虑，最终还是给我打了92分的高分。

我感谢儿子对我们的认可，更感谢儿子
对我们的宽容。 养育孩子的过程，促使我们
不断地学习、思考，增长智慧，让我们不断完
善自己，更加懂得理解和宽容，懂得自律和
责任，懂得珍惜和感恩。

在儿子评分标准的鼓励下， 我们一定
要继续努力， 朝着完美父母奋进呀！

■尹建莉

寄宿制下长大的孩子，是
半个孤儿院儿童

关于孩子寄宿， 赞成派认为可以培养
孩子的自理能力和集体意识， 反对派认为
缺少家庭的温暖， 不利于孩子的情感培养
及智力发展。

我是明确反对寄宿制的， 如果把孩子
和父母隔绝开来， 就可以锻炼出很强的自
理能力；把孩子早早送入集体生活中，就可
以有很好的集体意识、 善于和人合作———
按照这样的逻辑， 孤儿院的孩子受到的早
期教育应该是最好的。

事实上， 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大部分
有较重的心理问题， 自我意识和合作意识
往往停留在较低层面———不是他们天赋不
好，也不是保育员的工作不尽责，是他们被
剥夺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父母之爱， 从小
缺少家庭气氛滋养， 缺少和亲人的情感及
语言交流， 以至于成年后在心理及能力方
面表现出永久的缺陷。

脑神经科学已证实， 早期情感发育不
良，会直接损害大脑的正常发育，使其结构
异常，造成无法逆转的病理性改变。在这方
面，罗马尼亚曾犯过一个致命错误。

二战后，罗马尼亚人口锐减，政府规定
每个育龄妇女至少要生4个孩子并可以送
到政府出资的国家教养院集体抚养。 此后
先后有6万多名婴儿一出生就被送进教养
院批量抚养。 这些孩子后来几乎都出现行
为异常，大多数智力低下，情感发育不良，
不会和人交流，无法形成对视和对话，独自
坐在角落， 不停地前后摇晃或不断重复某
种刻板行为，对陌生人没有恐惧感，也没有
沟通能力———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称之为

“孤儿院现象”。
美国心理学家曾用猕猴做过一个著名

的实验， 充分证明早年情感滋润对一个有
思维的生命到底有多重要。

心理学家把一些幼小的猕猴和母亲隔
离开来，在笼子里安装了两个“假妈妈”。其
中一个用硬邦邦的钢丝做成， 但胸口上有
奶瓶，另一个妈妈用绵软的绒布包裹，但没
有奶瓶。按照“有奶就是娘”的常理推断，小
猴子应该和有奶的“钢丝妈妈”更亲近。 但
小猴子只有饿了才靠近钢丝妈妈， 一吃完
奶，就回到了绒布妈妈身边。这个细节让我
们看到小生命内心本能的向往和恐惧，它
们对温暖的依恋和需求甚至超越了食物。

更令人警醒的是，这些猕猴成年后，
大多数性情冷漠，不会交配或拒绝交配，
不能正常融入集体生活中， 走路也蹒跚
不稳，甚至连叫声都不正常，永远处在猴
子社会阶层的最下端。 即使通过人工办
法让一些母猴怀孕， 它们也对小猴冷漠
无情，残忍虐待甚至咬死自己的孩子。

猕猴和人的基因有94%是相似的，
它们身上反映的这种“孤儿院现象”说
明，温暖的怀抱、慈爱的眼神、温柔的话
语、肌肤相亲，是一个有智力的生命能正
常成长所不可或缺的。

孩子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 必须
依循成长秩序渐次展开， 宛如一粒种子
必须依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成
长一样。 孩子首先要获得温饱、安全感、
爱和亲情等这些自然需求， 然后才能发
展出更高一级的自律、合作、利他等意识
和能力。 家庭的温暖，尤其是母爱，是一
个儿童成长必不可少的心理营养品。

送孩子寄宿，本质上是反自然、反天
性的， 是成人无视儿童作为一个人的自
然需求、把自己的需求强加到孩子头上。
尤其是送孩子上全托幼儿园， 是在孩子
幼年时期就急于去发展他的社会属性，
减少他和父母相处的时间。 这样的拔苗
助长， 让孩子原始的自然需求得不到满
足，今后他的社会属性也难正常成长、无
法正常表达。

为事业打拼，不是对孩子
大撒手的理由

有些家长说， 我知道寄宿对孩子不
好，但工作实在忙，没办法。

其实，观察我们身边的孩子，很容易
明白一个事实：儿童和父母感情的建立，
必须要有相处时间的长度和频次。 孩子
越小，对父母之爱的要求越多，对相处时
间和频次也就要求越多， 这是儿童获取
安全感的必需。长期寄宿的孩子，潜意识
中既害怕被父母抛弃，又对父母有怨恨，
所以经常会表现出委屈、拒绝、过度缠绵
和不可理喻。

有一次朋友聚餐，一对事业有成、中
年得子的朋友带着5岁的儿子， 据说那
孩子3周岁就被送进北京市非常有名的
一家幼儿园全托，自己会洗袜子内裤、睡
觉起床都很自觉。孩子看起来很聪慧、非
常乖，坐在妈妈旁边默默地吃着饭。那天
一起吃饭的另外两个五六岁的小朋友一
会儿就混熟了， 吃完饭就跑到旁边的沙

发上玩儿去了， 而这个小男孩一会儿爬到
妈妈怀里，搂着妈妈的脖子和妈妈缠绵，过
一会儿爬到爸爸怀里和爸爸缠绵， 看起来
十分忧郁又烦躁，不说话，也始终不肯下地
和小朋友玩儿， 看得出内心有强烈的不安
全感。

事实上，寄宿造成的情感疏离，不仅仅
发生在孩子心里，也发生在父母心里。缺少
相处的长度和频次， 彼此间的情感联结就
会比较稀疏，爱的浓度和质量就不会高。许
多父母不能很好地理解孩子， 难以很好地
与孩子沟通，这与他们和孩子相处机会少，
建立的感情联结比较稀疏有关。

孩子幼小的时候， 往往正是父母开始
打拼的时候， 但这不应该成为天天不见孩
子的理由。年轻时谁不忙呢？想做一件事总
有理由，不想做一件事总有借口，再忙也要
回家吧， 哪怕每天只有半个小时和孩子相
处，或者几分钟都是有意义的。只要父子间
常听到对方的声音， 母子间常闻到彼此的
气味，家中就会形成甜蜜的气场，这种气场
包围着孩子，让他内心安全而滋润。时间是
最有弹性的东西，挤一挤就出来了。可加可
不加的班，不加；新上映的大片，不看；朋友
邀约吃饭，少去；屋子很乱，由它；睡眠不
足，真的很累，累就累点吧，反正年轻……
天下父母没有因为带孩子累死的， 何况也
就几年的时间。

事实上， 送孩子寄宿唯一的好处是解
脱父母，想想我们的爷爷、爸爸甚至我们自
己是如何长大的，如何学会和人相处的，就
知道寄宿并不是培养孩子自理和合作能力
的必经之路，充其量只是个借口而已。寄宿
非但不能让孩子学会和他人相处， 学会自
立，反而削弱了孩子在这些方面的潜能。当
一个孩子在亲情体验方面极其欠缺时，他
只能出于紧张更多地索取爱， 而不是学会
施爱与他人； 当他在幼儿园或学校统一管
理下只知道服从时，他只能学会自我压抑，
失去个性，而不能学会合作与体谅。

还有一种情况， 是年轻父母由于工作
忙， 孩子交给老人带， 担心老人过度娇纵
孩子， 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得已而为之选
择了寄宿。 但我认为， 当家庭生活中有一
个问题需要解决时， 不能以牺牲儿童利益
为代价， 家长要慢慢想办法努力协调和老
人的关系， 慢慢用科学教育思想去影响老
人， 基本原则是不把难题交给弱小的孩子
去扛。

我女儿圆圆上初中时就读的是一所寄
宿制学校， 当时我们自己作为家长对寄宿

存在的问题认识不清。 把一个年仅10岁的
孩子抛到学校，一周才回一次家，不良影响
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圆圆是个可以主动化解
问题的孩子，可那3年是我在教育上感觉最
力不从心、圆圆状态最不佳的3年。 现在想
来真是后悔。

孩子成长过程中会发生许多事情，如果
天天能见到父母，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
就可以及时被父母察觉， 能和父母沟通，至
少能在情感上得到及时的修复。不要指望孩
子能把问题放一个星期，然后周末给你带回
来。 3年的寄宿生活，至今仍给圆圆留下一
些负面的东西，“排毒”需要很多年。 每次聊
起来那3年的生活，我都内疚万分。 所幸女
儿高中没再寄宿，状态一天比一天好，寄宿
的负面影响才逐渐淡化。

全社会都没有认识到寄宿
制的弊端

曾有人拿出著名的英国伊顿公学来证
明寄宿制的优点。

实际情况是：第一，伊顿公学是一所男
校， 不招太小的孩子， 一般学生年龄在
13-18岁，已相对成熟；第二，学校的办学思
想比较先进，教师素质比较高；第三，学校在
录取方面有较高的条件，学生本身素质就比
较好，并且学校也能给学生带来极大的荣誉
感和成就感。 伊顿公学如同一顶王冠，搜罗
了全国的顶级珍珠宝石而成，即使在英国也
是不可复制的。 所以它只能当一个特例来
看，没有代表性。

我认为孩子在读大学前都不应该寄宿。
到了高中阶段，寄宿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会小
很多，但仍然建议最好住在家里。

遇到有家长问我是否应该为了择校而
让孩子去寄宿，我总是回答，哪怕上一个条
件差些的学校， 也一定要让孩子天天回家。
为了重点校而去寄宿，是非常不合算的一件
事，表面上暂时能获得一些东西，但从长远
看，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正如苏联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最好的寄宿学校也不
能代替母亲”。

可惜，这个观点在当下还是不能为大多
数家长甚至有时也不能被孩子接受。我见过
一个孩子， 在小学阶段因故和妈妈分开几
年，不在一个城市生活，上初中时为了上省
级重点校再次选择寄宿。看着小小的他和妈
妈在一起时的缠绵，以及眼神中时时流露的
忧郁和紧张，我对孩子说还是选择一所在妈
妈身边的普通学校吧，能天天见到妈妈比上
重点校重要。 孩子很不满意我这样说，坚定
地摇摇头，不，上重点校重要！

在广大农村，大规模“撤点并校”使数百
万农村儿童早早过上寄宿生活，许多儿童出
现心理健康问题，厌学、辍学情况不但没有
减少，反而增多。这种情况，我认为除了教育
政策的失误，更重要的原因，是全社会都没
有认识到孩子和母亲相处的重要性，没认识
到寄宿制的弊端。

孩子不是无知无觉、 没有感情的土豆，
可以随意集中、装筐装袋地归类存放。 保障
儿童和父母在一起， 应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一切涉及儿童利益的社会问题，都应在不影
响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前提下去解决。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反对让孩子上
寄宿制学校， 他认为孩子长时间和父母分
离，会使家庭伦常和家庭幸福遭到最根本的
破坏。 任何东西， 都不可能弥补寄宿生活
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他说， 家庭教育是自
然之神设置的， 完整的家庭教育才是培养
智慧的途径。

孩子真正属于父母的时间只有十几年，
如果不珍惜和孩子相处的时间， 就错过了
生命中许多美妙的时刻。 要培养一个出色
的孩子， 父母必须有这样的意识和自信：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 亲情是最好的营养品，
餐桌是最好的课桌， 家是最出色的学校。

（作者系家庭教育研究者，著有《好妈妈
胜过好老师》、《最美的教育最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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