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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9月 11日
《上大学前孩
子 最 好 别 寄
宿》 见报后，
引 发 读 者 热
议， 支持和反
对的声音都很
强烈， 以下是
从读者来稿中
撷取的片断，
让我们进一步
思考寄宿对孩
子的利弊。

也许每个父母心里都住了一个标准小孩
岂不知不完美的小孩最真实也最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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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不存在
“标准小孩”

给我的微信公众号提问的家长经常问：
我的孩子太争强好胜， 怎么能让他不要

每次都争第一；
我的孩子太害羞，不主动给人打招呼，上

课发言不踊跃；
我的女儿太爱打扮了，才4岁天天都要穿

公主裙；
我的女儿不爱穿裙子，只爱穿方便的衣服；
我的孩子太多动了， 除了睡觉没有停下

来的一刻；
我的孩子太宅了， 居然能呆在家里自己

玩过家家两三个小时不找妈妈
……
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些烦恼呢？ 是不是每

个父母心里面，都住了一个标准小孩，以此来
衡量自己家的孩子呢？

我试着来描画一下这个标准小孩的样子：
脾气温和，得体大方，从不说脏话；
懂事自律，体贴父母，从不闹脾气；
聪颖灵气，不怎么苦学也能取得好成绩；
温柔体贴别人的感受，从不伤害自己；
一周七天，五天穿得低调朴素，两天穿得

绚丽骄傲，进得了邻家小院，登得了国家大剧
院舞台；

动如脱兔，静如处子，说热爱大自然的时
候能蹭蹭爬上大树， 说热爱阅读时能马上坐
下来看三小时书；

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饭量大食欲好，
而且还能做到细嚼慢咽； 又光爱吃不上火、不
冰凉的绿色健康食品，永远无发胖之虞……

写到这里，我想家长们都会噗哧一笑；那
么，我们先跳出自己的烦恼，一起来思考———

世界上存在标准小孩吗？
我接触过很多可爱的小孩、 优秀的小

孩，自己家也养了个一想起来就让我的脸挂上
微笑的女儿。但这些小孩无一例外，都有自己
的小缺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家长， 期望
自己的孩子“十全十美”。要知道，这完全是从
家长的角度去设定的标准。也就是说，当家长
开始给孩子设定标准的时候， 就开始不尊重
孩子的差异性、独立性了。

就好像你在大自然中从来看不见一条绝
对直的直线， 你在人世间也看不到一个绝对
符合标准的小孩。

况且，做标准小孩有意思吗？
说起标准小孩， 我倒想起来一些不那么

标准的“绝对小孩”。比如淘气包小尼古拉，叛
逆自由的长袜子皮皮，不出嫁的顽皮酷公主，
让人哭笑不得的蜡笔小新， 总也长不大的小
丸子，巴学园里的小豆豆……

为什么好看的童书里面的小孩都特别调
皮捣蛋、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呢？出版过《野
兽国》等名著的美国童书出版家厄苏拉说：不
完美的小孩最真实，也最可爱，以不完美小孩
为主角的童书也最好卖。

原来，这样的小孩才真实、才有血有肉，
才让人觉得亲切和快乐，甚至，这样的小孩，
才具有魅力，才让人的内心觉得解放。

其实，孩子自己的幸福才是最大的标准。
就像同一个家庭的孩子， 哪怕是同时出

生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尽管经济条件、父
母修养、教养方式，乃至他们幼小阶段求学的
老师、同学，都是一样的，但孩子的性格特点，
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

孩子们之所以无法成为不偏不倚的标准
小孩，因为每个孩子都具有天性。而且，孩子
的优点缺点是相关的， 都是从同一个天性里
面生发出来的。

大自然中没有绝对直的直线， 但人心里
却有标准的直线。很多人问，难道，我们不应
该让孩子无限接近那根直线吗？

我想说的是， 绝对的直线有其迷人的美
感，有接近和追求的意义，但那根直线的名字
叫做成功，不叫做幸福。

成功是有绝对标准的， 幸福没有绝对标
准；成功的路是单一的，幸福的路是多种多样
的；成功跟竞争相生相伴，属于少数人，幸福
跟竞争没有关系，再多的人获得幸福，也不影
响其他人的获得。

美国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如果一个人的
职业在他的前三个兴趣之内， 工作时就会轻
松愉快；在前五个之内的，能勉强完成；如果
在五个之外， 他完成工作会感到非常艰辛而
且充满痛苦。

什么是幸福？我信奉“生活是兴趣和理想
的演出”， 希望家长们保护好孩子的天性、
兴趣， 而不要再用那个不存在的“别人家的
小孩” 来难为自己的孩子了。

祖辈成为代理家长， 对三代人的消极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隔代养育如何避免心理暗伤
■年轻父

母大多是我国
的第一批独生
代， 往往并未
建立起为人父
母应有的责任
感， 容易把养
育孩子的责任
推给老人，没
有认识到亲情
对亲子双方的
成长都有积极
意义。

■父母缺
位、 亲情缺失
会让幼小的童
心 感 到 被 遗
弃、被冷漠、被
伤害， 有强烈
的不安全感，
会导致心理伤
害以及种种心
理隐患， 甚至
导致心灵和人
生的扭曲。

■有些祖
辈主动把自己
当 成 代 理 家
长， 把孙子当
儿子养， 其中
显然有老人依
赖心理、 退化
心理、 眷恋心
理、 补偿心理
等情结； 有些
祖辈则是被动
代 行 家 长 之
责， 超过6000
万个留守儿童
家庭的祖辈，
就是一个无奈
的代理家长群
体。

支 持

可以培养良好习惯

我妹妹上初中一开始住宿很不适应，
觉得叠被子、 打水、 洗衣服等生活琐事很
烦， 不愿意干， 甚至对着一盆脏衣服束手
无策。 后来她不仅学会了照顾自己， 还体
会到了父母的辛劳。 在学校晚上有自习，
学习气氛很浓， 别人学她也跟着学， 不会
的问题还可以相互讨论。

山东省肥城市安庄镇马埠小学 张长栋

有利于教育留守孩子
对于留守孩子来说， 寄宿是最好的选

择，毕竟他们大多随爷爷奶奶生活，祖辈对
于孩子更多只是隔代溺爱， 平时只知道满
足孩子的生活所需，不懂得沟通与交流，把
孩子寄宿在学校里接受系统教育比较好。
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经济压力，到学
校周边租房陪读，代价还是相当昂贵的。

江苏省建湖县沿河中心小学 胥加洲

有利于孩子独立
如果不寄宿， 农村孩子的求学之路会

艰辛无比。 孩子挺喜欢寄宿生活的， 因为
在家缺乏小伙伴间的游戏， 他们喜欢在宽

敞的校园里和小伙伴们尽情玩耍， 还有
更多的时间来选择自己的业余爱好。 选
择寄宿， 就意味着选择独立的生活， 自
己的事情必须独立做， 才能体验到生活
中的酸甜苦辣。

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幸福完小 鲁天娥

能培养孩子的担当意识
孩子上初中就应该有相应的自理能

力，如果仍然住在家中，吃穿、洗涮父母会
照顾很多，而住宿的大环境下，孩子必须
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脱离对父母的过度依
赖。而且相对艰苦的生活对孩子的意志是
很好的磨炼，必须的值日劳动还能在一定
程度上培养孩子的担当意识。

山东省沂水县下古村中学 于松峰

越早独立越有助于成长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从小学六年级开

始就一直住校， 这让她成年之后可以不
那么依赖父母。 孩子该不该寄宿， 取决
于父母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孩子。 孩子
最终是要远离父母的， 如果父母之爱不
能早日割舍， 越往后就越会成为孩子人
生发展中的绊脚石。 越早让孩子独立生
活， 反而越有助于孩子成长。

四川省绵阳市第二中学 王瑶

反 对

青春期更离不开父母的陪伴

在敏感和叛逆的青春期， 如果有父
母的陪伴， 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的种种
困惑就能在亲子交流中迎刃而解， 孩子
会有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同时， 父母
的一言一行， 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起着潜
移默化的作用， 能以正能量感染自己的
孩子， 伴随孩子平稳度过青春期。

陕西省洛南县灵口中学 肖阁

寄宿无异于剥离亲情
亲子之间的肌肤相亲， 能给孩子安

全感， 哪怕是无言的陪伴， 也是一种心
理的安抚。 发达国家的家长， 上至国家
领导人， 下至平民百姓， 无论多么繁忙，
都必须有固定时间陪伴孩子， 某些国家
甚至规定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可以报警，
可见亲情陪伴的重要性。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
市镇救师口小学 夏玉珍

寄宿让儿子成了问题学生
儿子考上中学后初次寄宿， 缺乏自

理能力，经常内务不合格被教育，成为宿

管教师的常客，产生严重自卑心理。原来在
家独自居一室，不习惯集体住宿，第二天睡
意十足，学习成绩明显下降，迅速成为差生。
而且生活费用月月攀升，比吃、比喝、比穿、
比戴（手表），让我苦恼不已。

天津市蓟县下营中学 张国东

教师再有爱也不能代替父母
任何一种教育都不能取代家庭教育，

任何一种爱都不能取代父母之爱。 教师再
细心， 再有爱心也不可能代替他们的父母。
那些忙于工作或是为了推卸责任而送孩子
去寄宿的的家长们， 应该想想自己必须承
担的教育责任。

山东省诸城市实验小学 韩英英

做个智慧的家长
寄宿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 关键是家

长对孩子的教育做了什么。 如果你整天忙
于工作、 社交、 娱乐等事务，没时间与孩子
交流，即使孩子不寄宿，你也没有享受到与
孩子相处、交流的美好时光。很佩服有的家
长在博客上每天给孩子写几句话，给孩子积
极、乐观、向上的引导。关注孩子的成长，关
键是要落实在行动上， 身体力行地影响、
感染孩子， 做一个智慧的家长。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梁力佩

祖辈 当好配角别越位
老李夫妇的独生女成家后， 小两口就

和老李夫妇一起生活。 女儿当妈妈后， 老
李夫妇心疼女儿， 晚上自动把孩子抢了过
来， 让孩子跟自己睡一个房间。 结果， 孩
子没有了吃奶的机会， 妈妈的奶水刚刚要
下来又回去了。 这下好， 外孙女干脆成了
老李夫妇的孩子， 白天黑夜都和姥姥姥爷
在一起。

姥姥挂在嘴边的理由似乎很有道理：
小两口白天都要上班，晚上缺觉了怎么行？
结果小两口落得清闲自在， 孩子成了老李
夫妇的孩子。转眼，外孙女三四岁了，跟爸
爸妈妈一点不亲， 而老李夫妇还经常抱怨
小两口长不大，不顶事儿，也就越发不敢把
孩子交给他们了。

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乖巧，听话，爷
爷却发愁孩子好像有点心理问题， 说孩子
对一位中年男老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
事没事总喜欢找老师， 到了老师办公室就
不想走，又是扫地又是倒水，只要老师在她
就不离开。

原来，这女孩是个留守儿童，五六岁时
父母出门做生意去了，常年不回家，每年只
是过年时回家住几天。 现在女孩见到父母
都像见到陌生人，和父母说话都脸红。

女孩不好意思地跟我说： 老师对我特
别关心，每次作文都给我写很好的评语，还
在班上念给大家听。冬天来了，常常问我冷
不冷。 我觉得他就像爸爸， 甚至比爸爸还
亲。 我就从心里喜欢这个老师， 爱这个老
师。您说，我爱老师不对吗？

女孩的心声印证了我的推测： 是父爱
亲情的缺失导致孩子对中年男教师的依
恋， 缺失的父爱亲情在老师身上找到了替
代性补偿。

在如今的家庭教育中， 有些祖辈主动
把自己当成代理家长，把孙子当儿子养，其
中显然有老人依赖心理、退化心理、眷恋心

理、补偿心理等情结；有些祖辈则是被动代行
家长之责， 超过6000万个留守儿童家庭的祖
辈，就是一个无奈的代理家长群体。

祖辈成为代理家长，对三代人的消极影响
都是显而易见的———不利于老人自己的晚年
生活，会妨碍老人的独立性、强化老人心理依
恋性；不利于年轻父母的心理成长，难以形成
良好的亲子关系； 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发展，祖
辈的娇惯容易让孩子养成任性的毛病，父母亲
情缺失容易引起孩子人格偏差，老人喜欢安静
容易磨灭孩子的活力。

在祖孙三代的这个家庭教育舞台上， 祖辈
必须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要当好配角不越位。

心理上，要为自己增强点独立性，要明白，
把孙子当儿子养的实质是侵权，是剥夺孩子父
母的权利和责任。所以，要把孩子还给他的父
母，不能和儿女争孩子，要把养育孩子的权利
和责任归还儿女，当好助手，该帮把手的时候
帮把手，给孩子恰到好处的爱。

行为上，最好创造条件去儿女家帮忙带孩
子，如果带回家来也要尽可能晚上放手让儿女
把孩子接回， 要让孩子经常回到父母身边，或
者让儿女经常来看看孩子。

留守儿童的祖辈在隔代教养的策略上，有
四个方面要格外注意：一要宽严结合，该宽则
宽，该严则严；二要护放结合，不能包揽一切，
要放手锻炼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三要多陪伴
孩子；四要增加孩子的伙伴交往，避免孩子形
成孤僻的性格。

总之， 祖辈要避免和孩子父母争夺感情。
祖孙之情能部分补偿孩子的亲情缺失，却不可
替代亲子之情。祖辈全职付出后，要特别留意不
在孩子面前抱怨他的父母， 发现孩子对父母心
生抱怨的时候要及时疏导化解， 促使孩子父母
尽可能地表达对孩子的爱， 不让孩子的感情完
全转移到自己身上，从而疏远了和父母的亲情。

（作者系应用心理学研究员， 知名心理咨
询师）

热点观察

微信圈点

家教主张

父辈 亲情缺失会留下隐痛
“‘妈妈，将来我长大有小孩后，我

要买一个大大的房子，让你一起住，这
样我的小孩就可以一直住在自己家
了。’ 女儿的话， 让我的心痛很久很
久。”

说这话的是一个来找我咨询的年
轻妈妈，她女儿出生后就交给姥姥、姥
爷， 刚开始她每天下班不管多晚都要
去父母家， 来回一趟需要1个小时，折
腾一个星期就感觉吃不消， 好几次上
班都差点迟到。后来，单位天天需要加
班，就好长时间没有去看看女儿，以至
于女儿两岁生日的时候， 已经不认得
爸爸妈妈了，只要他们想亲近女儿，她
都会大哭，“让我这当妈妈的心里非常
难受”。

后来女儿上幼儿园了， 对父母不
再那么陌生， 她说自己心里稍稍有些
安心。但这安心的假象，却被女儿的一
句“自己家”给戳破了。

另一个来咨询的中年女士说：“我
总是感觉不受别人欢迎，感觉别人在排
斥自己。我就想努力搞好关系，甚至总
是想方设法讨好别人，结果总会凭空生
出不少烦恼。这是为什么？”

原来， 这位女士有一段离开父母
的童年阴影。 她说：“我的童年没有一
点温暖的回忆。我们五个姐妹，我出生
后刚断奶就被送到了姨家， 直到上小
学才回到自己家。可是，我却感到家是
那样陌生，几个姐妹抱团欺负我，常常
说‘去，回你姨家去’，记得当时我总想
讨好她们，还想办法讨好妈妈，讨好爸
爸。有一次，洗完脸我够不到毛巾，看
看爸爸又看看妈妈， 就是不敢请他们
递给我，怕惹他们不高兴。后来妈妈说
起这件事，说‘就不递给你，看你叫不
叫妈妈’，说完还哈哈大笑。我听了非
常生气，大人真不理解孩子的心痛，我
真的非常怨恨她。当时我就想，以后一
定要自己带孩子，绝不这样当妈妈。”

这两个案例反映了一个较为普遍
的问题：父母在孩子养育上的缺位，导
致孩子的亲情缺失， 会让幼小的童心
感到被遗弃、被冷漠、被伤害，有强烈
的不安全感， 会导致心理伤害以及种
种心理隐患， 甚至导致心灵和人生的
扭曲。

父母缺位的原因固然很多，从心理
学角度说， 首先是社会心理方面的原
因。比如，欧美和日韩等国的文化观念
是： 孩子一定要自己带才是对孩子负
责。而在我国，古代的大户人家以及皇
室，孩子都交给别人养育，一般人家也
不觉得不自己带孩子有什么不好。更
有甚者， 近几十年来还有一种把养育
孩子归为私事的社会心理偏差， 人们
为了所谓的公事，可以不顾孩子；为了
所谓的事业，可以放弃孩子。

再从个体心理方面来看， 很多父
母缺乏心理健康知识， 意识不到亲情
缺失给孩子带来的心理隐患。 在前面
两个案例中， 两个妈妈对亲情缺失给
孩子的不利影响都缺乏足够的认识。

现在的年轻父母大多是我国的第一批
独生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习惯了以自
我为中心， 习惯了父母全方位的照顾，
对父母有很强的依赖心理，缺乏应有的
自我责任感， 缺乏对生活应有的担当。
于是，他们成为爸爸妈妈后，往往并未
建立起为人父母应有的责任感，容易把
养育孩子的责任推给老人，没有认识到
亲情对亲子双方的成长都有积极意义。

一旦为人父母，养育孩子就是人生
最重要的事业。 父母要做到不缺位，首
先要解决好认识问题。

要深刻认识到亲情缺失对孩子的
危害，避免为贪图一时的省心，而疏忽
了对孩子的关心。

要深刻认识到养育孩子对父母的
意义。 孩子是上苍给我们的恩典和礼
物， 做父母是天赐的自我完善机缘。做
父母，养育孩子，对一个人心理的健全
发展，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还要深刻认识到家庭教育中父母
的责任，为孩子营造心理健康的成长环
境。

其次，是解决好操作问题。
父母最好自己带孩子，特别是在孩

子生命的早期。要多与孩子进行肌肤接
触，多和孩子一起玩耍，多与孩子说话。
有条件的话，在哺乳期宁可暂时放弃工
作，也要保证自己带孩子。

如果确实需要老人帮助，最好是请
老人来家里而不是将孩子送走。下班回
家来要主动与孩子接触，工作再辛苦晚
上也一定要让孩子和自己睡，这应该说
是父母不可逾越的底线。晚上让孩子和
老人一起睡，对孩子、对自己、对老人，
都会带来潜在的心理暗伤，一定要努力
避免。哪怕老人愿意，也要做好老人的
工作，让孩子晚上和自己睡。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需要把孩子送
到老人家里， 千万不能把孩子扔给老
人，不闻不问，不管不看。如果两家相距
不远，早上把孩子送到老人家里，晚上
应尽力接回孩子，保证晚上有足够的亲
子接触时间。如果两家相距很远，不能
一天一接送， 父母也要经常去看孩子，
周末要尽力把孩子接回来。

外出打工要尽量避免与孩子长期
分离，可以就近打工，可以时常回家，或
带着孩子打工。如果实在难以经常和孩
子见面，也要创造条件增进和孩子的联
系，经常给孩子打打电话。只要有心，办
法总是有的。

不管哪种情况， 都要经常和老人沟
通，表达自己对老人辛苦的理解，交流养
育孩子的科学观念和方法。 如果发现老
人过于宠爱孩子或有其他问题， 要耐心
和老人商量，以便协调一致，相互配合，
形成家教合力。

不管哪种情况，都要用孩子能理解
的话， 向孩子说明父母这样安排的原
因，以及父母难舍的心情，最大限度地
减少孩子的“被父母抛弃感”，最大限度
地减少亲情缺失对孩子的心理暗伤，最
大限度地维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寄宿利弊大家谈

■马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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