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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七八岁忽然对历史感兴趣了
■本报记者 张贵勇

“爸爸， 中国是怎么来的？ 中国
以前是什么样？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我同学怎么说什么西安是首都呢？ 为
什么外国人信基督教， 中国人有什么
教吗， 信教吗？ 我们班李xx说他们
的祖先当过皇帝， 姓张的有当皇帝的
吗？ 古代有学校吗， 小朋友怎么上学
呢” ……

幼儿园时期的哲哲更关心什么好
吃、 什么好玩， 上了小学之后， 他仿
佛进入互联网时代， 大脑突然开窍，
开始对各种事物感兴趣， 总是问出一
连串让人措手不及的问题。 有的问题
我一知半解， 更多的时候我也茫然四
顾， 只好回家后和小家伙一起寻找答
案。

有专家说， 思维是通过已有的知
识经验来理解和认识一些没有被直接
感知的事物及其关系的过程。 幼儿的
思维发展经历了直觉行动思维、 具体
形象思维、 抽象逻辑思维三个阶段。

而小学生思维的基本特点是过了直觉
行动阶段， 转而开始由具体形象思维
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 即主要通过对
直观事物的感知， 把握事物背后的逻
辑与规律。 而随着年龄的发展， 在具
体形象逻辑思维日臻成熟的基础上，
孩子对事物背后的求索心态、 对规律
和逻辑的感知力也越来越强。

由此， 孩子的思维发展特点， 一
方面决定了历史书籍登场的时间不必
太早： 小学一年级之前， 孩子普遍对
历史不感兴趣， 更喜欢听故事、 动手
操作、 交朋友和适应学校生活上； 另
一方面也决定了历史学习不是空中楼
阁， 而应与学生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从孩子喜欢的事物中进行历史启蒙。
小学二三年级， 语文和思品等课程多
了与国家、 社会有关的内容， 此时家
长可以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读读历
史。 而且， 这个阶段的孩子对自身之
外的世界越来越感兴趣， 越来越喜欢
思考， 问题也接踵而来。

就像一天放学路上， 我感慨一个

人长大不容易， 跟哲哲唠叨:“你知
道吗， 爸爸和妈妈养育你8年多了， 8
年啊， 相当于打了一场抗日战争呢！”
然后， 好为人师地给他讲述抗日战争
的一些知识， 如九一八纪念碑是怎么
回事， 中日两国哪一年开始正式宣
战， 战争期间双方差距悬殊的武器，
国共两党不同的作战方法，“巴拉巴
拉”好长时间，本以为会得到小家伙由
衷的附和，没想到他却跑题了：“爸爸，
你说， 人类为什么总是发生战争呢？
日本人真的那么可恨吗？”

哲哲的发问让我很意外， 于是开
动脑筋找答案： “有些日本人， 如好
战的日本人比较可恨， 但大部分日本
民众还是爱好和平的。 至于为什么发
生战争， 是因为人类很贪婪， 总是想
拿走别人的好东西……” 讲着讲着，
突然心虚起来， 意识到再多说下去可
能会误人子弟， 意识到该给哲哲看一
些历史书了。 面对孩子的种种提问，
家长们固然该直面应对， 但也要一边
给自己扫盲历史知识， 一边该寻找优

秀的老师———让优秀的历史书籍登
场。

可是， 当前适合小学中段孩子阅
读的历史书籍， 要么过于板着面孔说
教， 要么近于调侃的戏说， 失却了历
史的真实， 传统的历史故事有太强的
官方色彩， 读多了蒋廷黻、 吕思勉和
许倬云的历史著作后， 愈发觉得以往
的历史书尤其是历史教科书非常值得
警惕。 林汉达的 《中国历史故事集》
虽然很好， 但文字过多， 对小学中低
段的孩子来说有一定的阅读难度， 而
且不够趣味化、 童趣化。 其他的像房
龙的 《人类的历史》、 希利尔的 《说
历史》， 也均是佳作， 但更适合小学
高段的孩子， 哲哲还没到那个年龄，
只好告诉自己再等等， 再等等。

后来， 恰好看到一位台湾学者写
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有种“众里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
阑珊处”之感。其实，历史启蒙书，或者
说好的儿童历史书， 不是刻板生硬地
纠缠于某个史实，而是有选择地、别出

心裁地讲故事，透过活生生的人与事，
让儿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历史因果
相结合， 从历史中学到为人处事的道
理。这样的历史书籍充满趣味，好读好
玩，有儿童视角，没有历史书浓重的教
化味道。

“从前啊， 有一个医生叫小禹，
他医术非常高明。 有一天啊， 他听说
一个叫水的人病了， 于是带着他的小
药箱， 到了水的家， 看见水脸色都黄
了， 于是给他吃了药。 但没多久， 小
禹见水直翻腾， 知道他发烧了， 又拿
出退烧药……” 某天晚上， 读过 《写
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哲哲开始编起
故事来。 原来， 他把管鲍之交、 春秋
五霸、 烽火戏诸侯等故事的主人公都
加入大禹治水的情节中， 如公子小白
也不幸成为小禹患者之一。 虽然有恶
搞的成分， 但看他编得津津有味， 颇
有创意， 也未多加批评。

看着哲哲走进这些历史故事， 开
始脚下这片土地的寻根之旅， 感觉这
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今年见诸媒体的多起校园暴力事件中，
未满14岁的学生不仅以众欺寡，以强凌弱，以
相当残忍的手段对同龄人施暴， 而且自拍上
传，以为荣耀。媒体和社会为之震惊，关注的
焦点纷纷集中在如何加强法律和管教手段的
震慑力， 却不知这些孩子正是家庭教育失败
的结果。更何况家长管教孩子的最佳年龄是1
岁半到10岁，进入青春期再施加管教，就相当
艰难和吃力了。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2013年未成
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说， 未成年人犯罪时
的年龄以14岁、15岁、16岁的居多， 约占总量
的三分之二， 其中14岁未成年人犯罪比例明
显上升。情况的确令人忧心。

对这些年龄不大、恶行不小的施暴者，的
确应当强化法律惩治手段。同时，我们还要把
眼光放得更加宽阔，思考更加系统化，把时间
段放得更长。 因为加强法律威慑和惩治已属
末端， 往前推一步是学校惩戒教育手段要强
化，起点则是家庭当中的管教要旗帜鲜明。对
于明知故犯地反对权威和规则的未成年人施
加管教， 通过管教来建立规则意识和对法律
的敬畏，要在爱与管教的平衡中才能实现。也
就是说，从1岁多到18岁，一个人的成长必须
在充满生命阳光也有明确边界的园地里进
行，要保持爱与管教的平衡。

人性善恶之争古已有之，难有定论。但不
容否认的是，即使是相当天真可爱、牙牙学语
的孩子，也会无师自通地自私和说谎，3至6岁
孩子之间的欺凌就能表现出人性中残忍的一
面。其实，幼儿园的孩子也并非白纸一张，务
实地正视人类天性中就有善恶两面， 有助于
我们学习并依靠人类文明典籍和先哲圣贤所
体现出来的信仰和真理。 其中很实际的一点
就是，人的成长不能只靠开发孩子的天性，离
开正确的管教， 人是很难发自内心地遵守规
则、敬畏法律的。

正确的管教为孩子提供了充满生命力的
园地，可以启发和培植善、爱、自由及创造力，
将敬畏法律秩序和正当权威的意念深深镌刻
在孩子的心灵深处， 需要通过爱与管教的平
衡来实现。

多项研究和丰富实践表明， 基于爱的管
教必须从孩子1岁半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就开
始，一直到18岁成人为止，其中的黄金时间是
1岁半到10岁之前。可以说，家庭建立起爱与
管教的平衡， 学校以爱的教育为主并实施有
效的惩戒， 社会用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而不纵容未成年人犯罪， 是未成年人成长
之路上从小到大的护栏， 从个体到社会的接
力跑。所有的成年人都应该坚持一致的原则：
以爱来吸引并滋养未成年人， 以管教和规范
划出明确不可逾越的界限，两者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

目前， 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就是没有普
遍建立起爱与管教的平衡。一方面，一些家长
受完全尊重孩子天性理论的影响， 不敢对明
知故犯的孩子施以管教。另一方面，一些家长
又把管教变成不满意就动手责打孩子。 在学
校教育环节，惩戒教育缺少必要的手段，导致
惩戒教育严重不力，惩戒功能几乎丧失。明目
张胆的胡闹如果没有受到学校有力而有效的
惩戒，不知不觉中，那些学生就可能气焰越来
越嚣张、行为越来越过分、心肠越来越坚硬，
几次三番后， 就可能做出围殴并用烟头烫伤
同学甚至传网上炫耀的残忍举动。

强化法律条文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威慑
力，运用法律手段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进行预防
和惩处，当然是完全必要的。然而，更进一步的
努力应该是，搭建起向前延伸到1岁半、向后延
伸到18岁的爱与管教相平衡的双向护栏，家
庭、学校和社会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手挽手、
心贴心，原则一致、方向一致、方法衔接。

这样的环境如同一个既充满爱的阳光雨
露又有毫不含糊的明确是非的成长原野，又
好比一个足球场绿草如茵、规则明确、赏罚分
明。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未成年人犯罪，
最大可能地引导更多孩子成长为尊重规则与
法律，既有内心自由和旺盛创造力，又有很强
的道德感的未来一代。

热点聚焦
家教主张

每个孩子都能学会自律与合作

■简·尼尔森

我是7个孩子的母亲，24个孩子
的祖母，2个孩子的曾祖母。 很多年以
前，像今天的很多父母一样，我被他们
弄得灰心丧气———我不知道怎么才
能让孩子们别再打架、 能把玩具收起
来、能做他们自己答应做的家务……

每天早晨都痛苦无比， 放学之
后， 就要为做作业、 做家务接着打
仗。 到了晚上， 他们不想进浴缸，
然后又不想出来。 我的“锦囊妙
计” 包括威胁、 吼叫和打。 这些办
法既令我厌恶 ， 也让孩子们厌
恶———而且不管用。

我一而再、 再而三地威胁、 吼
叫、 打孩子， 直到有一天， 我听到
自己又朝孩子大吼：“我说了一百遍
了，收起你的玩具！”我才忽然明白：
真正的“笨蛋” 肯定不是我的孩子
们！重复了一百遍，我才知道自己的
方法不管用！同时我感到左右为难，
因为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作为一名儿童发展专业的大四
学生， 直到我听到老师介绍阿德勒
法时， 我才如释重负。 因为老师说
这门课不是要学习很多种新理论，
而是要深入透彻地研究如何帮助孩
子停止不当行为的实用技巧， 以及
教给孩子们自律、 负责、 合作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实用技巧。

让我欣喜若狂的是， 阿德勒法
真的有效。 我居然让孩子们之间的
打架至少减少了80%。 我学会了消
除早上和晚上就寝时的争斗， 并且

在完成家务上得到了孩子们极大的
合作！ 最重要的变化是， 我发现我
感受到了做妈妈的快乐。

我是如此热心地希望能和别人
分享这些理念。 我的第一次机会，是
给一组家长上课，他们的孩子都遇到
了学习、 生理以及心理方面的障碍。
刚开始时，这些孩子的父母对尝试这
些方法有点勉强，他们不理解孩子们
在操纵父母方面是多么巧于心计，担
心自己的孩子无法学会自律与合作。
幸好后来这组家长很快就明白了，溺
爱而不帮助孩子充分发挥他们的潜
能，是对孩子多么大的不尊重。

随后，我被聘为加利福尼亚州鹿
林市鹿林学区的心理辅导员。 我的孩
子们一直给我鼓励、机会和爱。我开始
学习阿德勒的概念时， 特里和吉姆已
经十几岁了，肯尼、布拉德利和丽萨分
别是7岁、5岁、3岁。在我教家长学习班
一段日子后，马克和玛丽才出生。他们
提供了各种机会激励我不断地学习如
何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如何理解
能够增进相互尊重、合作、欢乐和爱的
原则和技巧。每当我偏离这些概念，就
会造成混乱； 只要我回到这些方法和
技巧，就不但能够收拾好烂摊子，而且
还能让事情变得比以前更好。

多年来， 不断有人加进来推动
“正面管教” 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这
个革命性的体系， 已经帮助了数以
万计的家长和孩子， 给他们的生活
带来积极的变化。

（简·尼尔森系正面管教创始人，
美国直属导师）

■鹿永建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
副理事长， 新华社国内部重大报道策划中心
副主任

管教孩子的黄金时间是10岁之前， 进
入青春期再管教就非常困难了

爱与管教要平衡

家教行动·爱上历史/一

给孩子温和而坚定的正面管教
■甄颖

正面管教是针对成人的性格教
育， 教大人如何健康有效地对待孩
子， 核心理念是不惩罚、 不骄纵， 温
和与坚定并行。

“正面管教” 体系基于“个体心
理学” 理论， 40年前由简·尼尔森、
琳·洛特等教育专家创建于美国。 40
年来， 成千上万的家长从“正面管教
课堂” 学到了易学实用的方法， 解决
了孩子睡觉吃饭、 作业家务、 与家长

对抗、 轻易放弃等挑战， 并且找到了
引导孩子自信、 自律、 拥有强大内心
力量的成长途径。

发生在我和7岁女儿甄小美之间
的这个故事， 真实地记录了我们之间
的泪水与欢笑。

最好的道歉是改变行为
完全平静下来， 我问自己：
“小美讨厌弹琴吗？” ———不是。
“她肯定学不会那句乐谱吗？”

———不是。
“如果我的‘钢琴怒气’ 发生得

多了， 会有什么结果？” ———她肯定
会真的讨厌甚至憎恨弹琴。

“如果我是甄小美， 我希望妈妈
怎么做？” ———信任我。 就这么简单。

我对甄小美说： “我像一个监视
器一样站在门口看你弹琴， 这不是好
行为。 我知道， 你喜爱弹琴， 这比什
么都重要。 以后我不再监督你了。 你
自己做的规律表， 一直执行得很好，

我其实没有必要监视你。 以后， 你弹
琴， 我做饭。 你要想让我听， 就把声
音开大一些， 如果不想让我听， 就把
声音关小一些， 关上门也没问题。 你
的琴， 你想怎么学就怎么学。” 甄小
美点点头。

第二天， 我不再监督她。 真心实
意、 踏踏实实在厨房做饭。 甄小美开
着门， 跟着CD弹另一首作业 《美丽
的星星》 的中间一句。 不知怎么的，
她对这首歌的前奏发生了兴趣， 自己
用遥控器来来回回听了很多遍， 然后
坐在电子琴前， 一个音一个音地试，
弹一弹， 再听一听， 再弹一弹， 找一

找， 听一听， 弹一弹……几遍之后，
她靠着听和试， 把这串十几个音的前
奏， 全部弹了出来！

甄小美兴奋极了， 把我拉过来，
让我坐好。 叮叮咚咚地弹给我听。 我
笑成一朵大大的花， 给了她一个大大
的拥抱！

我深深知道， 父母给孩子信任，
真心分享她的快乐， 就是孩子主动学
习的土壤。

（作者系美国正面管教协会资质
导师、 汇智有方团队导师， 编译有
《行之有效的正面管教工具》、 《孩
子： 挑战》 等6本书）

耐心越来越少 火气越来越大
晚饭前， 甄小美在家里练琴： 跟

着CD的速度和节奏， 在电子钢琴上
跟弹 《我是国王》。 这首曲子只有12
个音， 但就在第三句的三个音上， 甄
小美总是落后于CD。 我们说好“再
弹6遍， 一定能弹好”。

6遍过后， 甄小美仍然落后于
CD。 我请她再弹3遍， 她说“好”，
但仍然太慢。 我像一只热锅上的蚂
蚁， 手里拿着CD机遥控器， 一下走
到客厅暂停、 回放， 一下又走到她的
卧室、 盯着她弹。 来来回回走了十几
遍， 她也来来回回弹了十几遍。 可还
是跟不上！

我的耐心越来越少， 火气越来越
大。她一弹错，我就厉声说：“再来！”她
又弹错，我又呵斥：“再来！”

与此同时， 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
出我在正面管教家长课堂上， 与家长

们分享的各种“孩子弹琴” 的挑战故
事。我能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就是一
个典型的“大脑盖子”打开的家长。更
让我抓狂的是， 我还能听到自己在课
堂上安慰教导那些家长的声音：“那这
时候，孩子的感觉是什么？害怕？恐惧？
压抑？委屈？”我更能听见“丛林”活动
里，孩子的声音：“我是个孩子，我需要
爱，需要归属感。”

可是， 我的身体完全被怒气和不
满控制住了， 完美主义占据了我的头
脑。 我一遍遍地说“再来！” 甄小美
一遍遍地弹， 一遍遍地错， 眼泪从脸
上掉下来， 滴在琴键上。

我爆发了， 将手里的遥控器扔在
地上：“行了！你不用弹了！永远都不用
弹了！”甄小美停下来，一直压制的哭
泣也爆发了，抽抽嗒嗒地哭起来。

好在“积极暂停” 已经成为了我

自动的行为习惯， 我对甄小美说：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呃……这当
然并不是积极暂停时应该说的话。 但
至少我的行为是积极暂停的。

我走进卧室靠在床上， 身体和头
脑仍被怒气笼罩着。 我抄起手边的一
个金属书签， 用力扔在衣柜门上，
“咣” 的一声响， 令我的怒气发泄出
来了好多。

事实上， 我心里那个理智的声
音、 爱的声音， 并没有消除。 我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说， 可是
我的身体做不到。 我想起一句话———
疯子的另一个定义， 是“知道应该做
什么， 而不去做”。 想到这句话， 我
的怒气上又增添了更深的自责。

我试图祈祷， 试图深呼吸， 试图
看书， 试图闭上眼睛， 试图躺下……
都不管用。

“妈咪，你失去耐心很快”
这时候， 我听到甄小美在客厅里

一边抽泣一边叽叽咕咕地说话。 我大
喊： “你在说什么？” 我并不想用这
样的口气和语调， 但是我的声音也失
去了理智控制。

甄小美走进卧室， 抽抽噎噎地
说： “我在跟上帝说话， 请他帮我弹
琴更好一些。”

我的心“哗” 地软下来， 虽然我
很想温柔地说出来， 可是我的声音还
没有跟上我的心， 于是我大声对甄小
美说： “我需要你的拥抱！”

甄小美走到我身边， 把整个身体
投向我的怀里， 伸开小小的手臂， 紧
紧搂住我。 我和她一起哭了出来。

很快， 我们俩都平静下来， 我换
了一个姿势， 和她舒服地搂在一起。

我看着她的眼睛：“我刚才失去控制
了， 我失去了全部的理智。”

甄小美这时才为自己辩白： “妈
咪， 我刚开始学这首曲子， 我肯定会
犯错误， 我需要时间。”

“你说得对， 我刚才确实做错了。
我没有耐心。 我被我的怒气控制了。”

“妈咪， 你失去耐心很快。”
我被这句话击中了！没错，每个人的

怒气背后，都还有一个更真实、更深刻的
情绪缘由。我的情绪缘由是失望。我之所
以那么生气，是因为我失望。这是我常常
生气的主要原因之一，来源于我过高、过
快的期望值。我坐起来，轻轻地拉住甄小
美的手：“我同意你的话。 我确实失去耐
心很快，容易失去耐心。那你觉得，我可
以做什么，改变我自己？”

甄小美的话再次让我吃惊：“妈
咪， 你不用改变你自己。 可能， 上帝
就是把你造成这样。”

是啊！ 我不用改变自己， 我只需
要接受自己， 接受那个有缺点的自
己。 然后， 找到“失去耐心的解决方
法” 就好了。 我真诚地感谢我的女
儿： “谢谢你告诉我这句话， 对我来
说太重要了。 我容易失望， 容易失去
耐心， 也很容易过分自责。 这些， 都
对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帮助。”

甄小美宽容地笑了：“妈咪， 就像
我刚才弹钢琴会犯错误， 你做妈咪也
会犯错误。 错误不是坏事， 是好事，
你可以从里面学习。”

我们俩搂在一起， 我对女儿说：
“最好的道歉， 是改变行为。”

章鱼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