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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年轻的时候，父亲让他去终
南山向木匠祖师拜师学艺。鲁班跋山
涉水，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到终南
山，找到了木匠祖师。祖师见他聪明
机智、态度诚恳，便收他为徒⋯⋯”儿
子哲哲小学一年级时，我给他读“小小
孩影院”系列里的《鲁班学艺》。书中
的泥塑人物造型让人印象深刻，小家
伙听得不亦乐乎，一遍遍地让我读。

读完 《大闹天宫》 那一本，哲哲
经常在屋子里耍起“金箍棒”，还不
忘问我：“如来佛祖为什么那么厉
害？金刚为什么是四个，而不是五个
呢？”于是，我或网上找材料，或借阅相
关书籍，帮助哲哲也给自己扫盲。不
知不觉间，我俩对传统文化都有了更
深的了解，甚至有种恍然大悟之感。

让孩子学习传统文化，怎么学、学
什么，从哪里入手，大有讲究。曾经有

位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家长很自豪地告
诉我，她的孩子已经通读了四大名著。
我的观点是，尽管每个孩子的阅读情况
不尽相同，但总体来看，小学低段的孩
子不太适合阅读原版的四大名著。孩
子爱模仿的特点，加上生活阅历经验、
价值判断不够成熟等，显然不能深刻领
悟作者的“满纸荒唐言”。例如，有学生
读《水浒传》时，很向往和佩服“黑旋风”
李逵的打打杀杀，也为武松手刃潘金莲
而拍手称快，全然看不出此种血淋淋的
暴力有违现代社会的精神。如果没有
及时引导，不是在孩子的心里埋下真善
美，而是走向了反面。

小学低段学生阅读传统文化可以
从读图开始，从浅层次的图画书入门
是比较合适的。“小小孩影院”系列
连环画、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优
秀图画书典藏”系列等都是充满哲理

哲思、童真童趣的好书。《猪八戒吃
西瓜》《小马过河》《龟兔赛跑》《小
蝌蚪找妈妈》《萝卜回来了》 等经典
故事，不仅能勾起许多成人的温暖回
忆，也能打动现在的孩子。这些故事
画面生动，富有美感，文字浅显，幽
默风趣，值得反复玩味，给人以积极
的心理暗示，是不错的入门教材。

至于四大名著，不妨从连环画版
入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经典版
本，插画非常精美，读来十分顺畅，孩
子很容易身临其境。步印童书馆推出
的“写给儿童的通俗文学”系列，像《儿
女英雄传》《老残游记》《包公案》等，对
传统文化进行了细心的改写，既保留
了故事的完整性，又充分照顾到孩子
的心理需求和理解能力，帮助孩子通
过亲切、熟悉的语言进入古代世界，将
故事与孩子的现代生活经验相衔接。

陈士侯先生手绘的插图，富于传统绘
画的神韵，与文字相得益彰，阅读过程
中每次都有很好的审美享受。

哲哲五年级上学期，我和他一起读
了“写给儿童的通俗文学”系列。他对
其中的《三国演义》很感兴趣，一段时间
我们谈的几乎都是刘备的五虎上将如
何勇猛、司马懿与诸葛亮之间的斗智斗
勇。小家伙发表的看法也颇令我吃惊，
如“诸葛亮为什么选择刘备，而不选择
曹操或孙权呢。要是不选择刘备，他可
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命运也不一样了！”

“你说诸葛亮用过空城计，现代战争中
有人使用这一招吗？”“我觉得，打仗是
依靠实力，但运气也非常重要。你看
啊，要是没有上方谷那场雨，后来可能
就不一样了⋯⋯”

看哲哲对 《三国演义》 这么感兴
趣，我找出连环画给他看，又下载袁

阔成和刘兰芳的评书给他听，两相对
照，不断反思，小家伙对书中的人物
如数家珍。再后来读 《杨家将》《岳
飞传》，他也是按着此种套路。合上
书之后，他不禁大发感慨，连连咂
嘴，好像能咂出历史的味道来。传统
文化故事，从书中走进孩子心里，孩
子才会一辈子不忘。

对孩子而言，阅读传统文化经典
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但不能没有引
导，更不能硬性灌输。尊重孩子的年
龄和心理特点，以其喜欢接受或感到
舒服的方式，借助文与图的魅力，轻轻
为孩子推开传统文化的大门，才是最
妥帖、最适宜的做法。当孩子从书中
各式人物身上看到传统文化的丰富与
博大，产生按捺不住的探索冲动，这样
的阅读才是有效的，孩子的童心也才
真正走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从连环画开始咂摸传统文化的味道
本报记者 张贵勇

作为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父母胜任
家庭教育责任既是主观需要，又是法定义
务。家长履职所需要的理念、价值、能
力、方法，是可以通过学习达成的，关键
是要精准认识孩子、精准理解儿童权利、
精准认识父母限度。

一要精准认识你的孩子。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不同的

性格特征、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不同的
认知视角、不同的发展曲线。这大概就是
孩子不喜欢被比来比去，而父母用比较的
方式激发孩子进取心却往往适得其反的原
因。我家有一对双胞胎女儿，经常有人这
样说：“你们家孩子吃饭应该不用发愁，
两个孩子会互相比赛。”也有同事建议我
用一周“排行榜”的方式养成孩子的良好
习惯。但我发现孩子们并不喜欢比赛，而
喜欢根据自己的饭量来吃饭。实际上，不
用比较的方式，只凸显、夸大孩子身上好
的习惯和表现，忽略、弱化需要改正的习
惯，反而会让表现好的孩子更有信心，让
表现暂时不好的孩子有向上的动力。

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历时、互动、螺旋
上升、不可逆转的过程，每一阶段的需要
都不同。父母要回应孩子每个阶段的需
要、把自己当成他们的伙伴，用孩子喜欢
的方式与他们交流、沟通、互动。尤其需
要重视的是，爸爸的角色至关重要、不可
替代。即使只是每天出门前给孩子一个拥
抱，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从生理层面
上说，孩子尤其是婴幼儿对人体之间的接
触和抚摸有强烈的需求，医学上称之为

“皮肤饥饿”。这种肌肤接触是一种爱的表
达，可以增加孩子的安全感，使其情绪稳
定、心理满足。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心理
健康的学生，幼年时与父母接触很多，关
系密切；极少数心理异常的学生，幼年时
都与父母接触甚少，关系疏远。

二要精准理解儿童权利。
儿童权利成为 2015 年家庭教育十大

热词之一，是社会进步、国家民主、家庭
民主的表现，儿童权利被承认、被重视也
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承认家庭中的儿童
权利，就意味着父母要理解儿童行使权利
的能力是随年龄增长逐步增强的，要理解
儿童需要父母的指导、示范才能逐步学会
像成人那样行使权利，要理解儿童有权让
父母重新考虑自己不希望接受的决策，要
理解儿童权利和儿童义务是统一的。

我的孩子们今年 6 岁，我正在逐步让
她们认识到自己是家庭的一员，有自己的
权利同时也有义务承担家庭事务。每次打
扫卫生我都会请她们一起参与，擦楼梯、拖
地，我曾经试探地问：“你们是在帮妈妈做
事吗？”她们很肯定地回答：“是的。”于是我
告诉她们：“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做家务是
你们应该做的，不是帮妈妈。”慢慢地，她们
在参与简单家务的过程中逐渐理解了“家”
的意义。

随着孩子长大，家庭事务可以用召开
家庭会议的方式开展讨论。比如连续几次
爸爸送幼儿园的时候孩子都会哭闹，晚上
我就组织大家开会。我作为主持人，取出
纸笔，告诉孩子会议的基本要素之后，就
开始讨论早上上学哭闹的问题。我请她们
自己分析原因，又请爸爸发言，并将形成
的共识记录下来——不挑谁来接送、一到
时间就出发、有问题说出来。同时，我也
告诉孩子，如果她们有什么需要讨论的问
题或者给爸爸妈妈的建议，都可以提出作
为主持人召开家庭会议。

三要精准认识父母限度。
父母并非万能，能力和权利是有限度

的，有时甚至要有意设置限度，即使有能力
也要避免去用，孩子的能力才会变得没有限
度。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去年我和先生开始
自己带孩子，当我们为自己每天能处理好工
作、家庭各项事务而高兴时，突然意识到我们
变得很能干那孩子们会怎么样？我们决定放
手，教孩子洗澡、洗头，让她们独立睡觉。半
年之后当她们主动提出自己叠被子、自己收
拾房间时，我知道我们的决定是对的。

胜任家庭教育责任不能一蹴而就，需
要家长在教育理念上“静心等”，遵循孩
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在教育行动上“主动
做”，积极跟老师沟通；在教育方法上

“全面学”，改变无师自通、盲目无序、自
给自足的家庭教育状态。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

父母履行责任
要做到三个精准

钱洁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家庭教育指导须实现五个转变
孙云晓

尽管学校代表国家，教师受过专业
训练，教育教学及考核是有完整体系保
障的，尽管学校抓家庭教育似乎最见成
效，家长学校遍地开花，家长委员会成
为中坚力量。但是，家庭教育是私人教
育，是个性化的教育，是最漫长也最具
影响力的教育，这些特殊作用是学校永
远无法替代的。

按照家庭教育的特点与规律指导
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方向与原则就是保
护和服务家庭，促进家庭建设，把家庭
教育与家庭建设结合起来，从而为家庭
教育奠定最坚实的基础。如孟子所言，
国之本在家。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鲜
明特点是家国密不可分，家如小国，国
似大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中国社会最
重要的基础。

毫无疑问，最美家庭就是拥有良
好家训家风的家庭。家训对家庭的影
响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因为它体现

家庭建设的核心价值观，是家风的基
石，也是家风的旗帜。家风则是践行
家训的标志，或者说践行家训形成的
习俗或习惯。江南钱家人才辈出，与
千年来传承和发展 《钱氏家训》 密切
相关。1925 年修订的 《钱氏家训》，
增加了社会责任和国家意识，如“利
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等，是中国家训文化的重要转型。所
以钱家涌现出钱穆、钱学森、钱三
强、钱伟长、钱钟书、钱永健等杰出
人物。这说明，良好的家训家风是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最有生命力的组
成部分。

人是环境的产物。青少年是良好
家训家风的最大受益者。我从事40多
年青少年教育和研究，做过全国杰出青
年的调查、百名年轻死刑犯的调查，发现
一个基本规律，即优秀的青少年都生活
在有良好家训家风的家庭，犯罪的青少
年都生活在问题家庭。

家庭教育学校化➡遵循家庭教育的特点与规律

目前家庭教育的重大误区是重智
轻德，许多家庭已经变为第二课堂，
许多父母成为老师的助教，并且以知识
教育为中心任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关于全国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调查
发现，家长主要关注孩子“日常学习”高
居首位，占 60.59%，仅有 30.41%的家
长对孩子学习状况满意，而近五成中生
认为家长给的压力较大。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北
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从我 40 年教
学经验来看，家庭教育才是决定一个
孩子未来职业成功、生活幸福的最重
要因素。”刘长铭认为，家长与其花
天价购买学区房，不如把更多的精力
和财力放在改进家庭教育质量，培养
孩子良好的习惯、性格和意志等方

面。
据我们多年研究发现，多数中小

学生的父母最关心的是孩子的考试成
绩，83.6%的父母希望孩子考前 15
名。家长们的高期望与高焦虑有关，
而许多家庭教育工作机构评价家庭教
育得失的时候，也往往以孩子是否考
上名牌大学为重要标准，实际上构成
了对家庭教育的误导。

当然，不应该把知识教育与人格
教育对立起来，也不必反对父母送孩
子进名牌学校或出国留学，但应该把人
格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目标，因为
只有人格健康才可能获得幸福。因此，
家庭教育工作指导必须警惕功利主义
的诱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
领，才能把家庭教育引向正途。

以知识教育为中心➡以人格教育为中心

近年来，连续出现留守儿童悲
剧，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忽视了父母
的主体责任，导致再好的政策与援助
都无法真正奏效。贵州毕节留守儿童
四兄妹自杀的悲剧，极为深刻地证明
了这一点。

自 2015 年至 2016 年初，政府关
于家庭教育指导出现一个重要的变
化，即开始强调家庭监护主体责任，
这是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教的体现。

在 2016 年 2 月 4 日 《国务院关于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
见》 中，确立了四个坚持的基本原
则，即坚持家庭尽责，坚持政府主
导，坚持全民关爱，坚持标本兼治。
首先是坚持家庭尽责。落实家庭监护

主体责任，监护人要依法尽责，在家
庭发展中首先考虑儿童利益；加强对
家庭监护和委托监护的督促指导，确
保农村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监护照料、
亲情关爱和家庭温暖。

2015 年 10 月 20 日发布的 《教育
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
见》 提出：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
儿园“要不断加强家庭教育工作，进
一步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
任，充分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重
要作用，加快形成家庭教育社会支持
网络”。

强调家庭监护主体责任不仅应该
成为家庭教育工作指导的重大原则，
更要成为今后工作的着力点。

家长依赖学校或政府等机构➡依法履行父母的主体责任

什么是家庭建设？如何切实做到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家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需要保持清醒
的头脑和理性的判断。

现今中国的许多家庭不像家庭，父母
不像父母，孩子怎么可能像孩子呢？留
守儿童之所以成为巨大的社会难
题，根本原因就是许多留守儿童
的家庭处于崩溃状态。而城市
里太多缺少父母陪伴甚至家
庭崩溃的未成年人，无疑
是隐性的留守儿童。

今天的父母与孩子
都 有 许 多 显 著 的 变
化，家庭教育必然具
有许多新的特点和
规律。因此，现代
父母和家庭教育工
作者都需要更新
家庭教育观，家 庭
教育工作指导需 要 实
现五大转变。

纵观各种各样的家庭教育问
题，忽视儿童、暴力伤害、过度期
望与过重压力等，其核心原因就是
漠视儿童的权利。

无论是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
约》，还是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都赋予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四个基
本权利，即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

和参与权。尊重儿童权利是新家庭
教育观的重要基石，也是家庭教育工
作指导的根本依据，需要以儿童权利
的观点来重新审视家庭教育及其指
导工作。

例如很多家庭教育工作指导者
都推介 《弟子规》，却忽视了其中
束缚儿童的内容。“号泣随，挞无

怨”，即使遭受父母的暴力也要无
争无怨，如何实现儿童保护？还有
所谓“不关己，莫闲管”，又如何
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

儿童权利观有一个最核心的思
想，即怎么做对儿童发展有利就怎
么做。显然，这应该成为家庭教育
工作指导的基本原则。

家长为所欲为➡尊重儿童权利

变化迅猛的信息化时代动摇了
家长的权威地位，亲子关系趋于相
互 学 习 、 共 同 成 长 。 早 在 1997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就成立了

“向孩子学习”课题组，就儿童在
社会化过程中对成人世界的影响进
行了大型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当
代中小学生具有 10 个方面的优秀
品质，如乐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
想、主体性强、平等意识强、法律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强、积极参与
社会生活、有较强的公民意识、比
成年人更容易接受环保意识、相信
事实、做事认真、休闲态度积极、
兴趣爱好广泛等。这些优秀品质已

经对成年人产生了影响。
近 20 年过去，一代代儿童在

社会化过程中对成人世界的影响不
仅在继续，而且在加大加深。在家
庭教育方面，多少孩子给父母的提
醒往往是正确的，是符合儿童身心
发展需要的。父母需要调整好心
态，虚心向孩子学习。

从家庭教育的实践来看，理解尊
重并严格要求孩子、与孩子一起成长
的家长，家庭教育往往最为成功，孩
子发展水平也最为理想。仔细探究
会发现，其成功的秘诀大都是向孩子
学习、与孩子一起成长。

好的亲子关系胜过许多教育，

而最具现代精神的家庭教育工作指
导，一定是把全家人共同成长作为
发展原则与理想目标的。

总而言之，新家庭教育观的核心
内容是强化主体责任，促进家庭建
设，健全人格教育，尊重儿童权利，全
家人共同成长，这正是新时代家庭教
育工作指导的方向与原则。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
庭教育首席专家、研究员，北京市家
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本文摘编自作
者在北京市妇联主办，北京市家庭教
育研究会和父母必读育儿传媒承办
的“家庭·家教·家风——家庭教育大
家谈”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家长对孩子指手画脚➡与孩子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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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天建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