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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需要环境评估

家教主张

孩子无度消费
是呼唤父母的关心

郑国娟
“爷爷奶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
背对着电视，坐在小板凳上，弯着双
腿、趴在茶桌上写字……”这是一个幼
儿园毕业班孩子“我的家庭学习环境”
绘画作品的介绍，相信大家听了，眼前
都会浮现出一幅不和谐的画面，同时
油 然 升 起 一 股 不 舒 服 的 感 觉 ，为 什
么？因为这个环境不适合孩子的学
习，自然就达不到学习的效果，甚至严
重影响了孩子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
孩子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度过
的，环境也具有造就人的作用。为了
让家庭教育环境与孩子的成长更匹
配，为了引领、做强一批，再宣传、带动
一批，同时提升大班幼儿入小学的适
应度，推进家庭教育在幼小衔接中的
进程和质量，我们组织业务骨干和大
班教师，利用暑期上门探望毕业班孩
子，以座谈、参观、指导、合作等形式，
现场察看孩子的家庭教育环境，指出
存在的问题，告知改进建议。对个别
留守儿童家庭，还积极参与家庭环境
整改与布置，家园携手为孩子营造布
局合理、舒适的学习空间。

上门家访，熟视无睹中
有问题
走进亮亮家，迎接我们的是亮亮
的爷爷奶奶。看到幼儿园老师大热天
上门，老人家很激动，第一句就是：
“你
们老师真负责，孩子都毕业了，还这么
关心！”一进门，只见亮亮耸着肩膀在
饭桌上写东西，见老师来了，就放下笔
高兴地跑到老师跟前。
只听“砰”的一声，
“什么东西？”老
师问。爷爷说：
“ 没什么，是他脚下垫
的小凳倒了，桌子高，他够不着。”
“亮
亮在写什么？”老师边问边走上前看，
原来孩子在写拼音，在一张白纸上写
得歪歪扭扭的。
“认识吗？”老师问。孩
子羞涩地笑了笑，奶奶马上说道：
“我

们年纪大没文化，拼音不认识，晚上他
妈妈在教他的。”老师又问：
“妈妈在哪
里上班？”爷爷说：
“ 在印染厂上班。”
“爸爸呢？”老师追问。
“ 在义乌做饰品
生意。”老师微笑着把亮亮叫到身边，
“妈妈晚上都教你什么？”
“ 读拼音、写
拼音，还有做算术题。”亮亮清楚地说
到。
“ 你喜欢吗？”亮亮沉默了一下，又
摇了摇头。
晚饭后，我们又来到了亮亮家。
一家四口都在客厅里，爷爷奶奶坐在
沙发上看新闻，妈妈坐在亮亮旁边，手
上在加工饰品，一会儿问亮亮拼音抄
好没，一会儿停下检查亮亮做好的计
算题。亮亮则坐在单人沙发上，身体
伏在茶桌上，两条腿绷直搁在茶桌横
裆上，不太情愿地做着，还时不时地看
几眼电视。电视机和他的距离估计只
有一米半，而且整个客厅的灯光也比
较暗……

具体指导，转变思想和
行动
从亮亮家回来，我们开了座谈会，
逐一梳理分析，觉得需要改进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孩子所处的家
庭教育物质环境，家长实施家庭教育
的思想和方式方法。
由于家长教育思想的滞后，亮亮
的家庭教育物质环境主要存在三个问
题——
一是写字画画用的桌椅高度不适
合孩子。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中建议：椅子的高度以幼儿写画时
双脚能自然着地、大腿基本保持水平
状为宜；桌子的高度以写画时身体能
坐直、不驼背、不耸肩为宜。而亮亮用
的桌椅高度与他的身高不匹配，不是
够不着就是太矮，影响他写画的正确
坐姿以及握笔的姿势。
二是孩子（包括大人）与电视机的

距离太近，对眼睛不好，一般看电视时
需要保持 3 米左右的距离。
三是灯光太暗，整个客厅的光线
不够亮，这样孩子的眼睛容易近视，同
时影响孩子的精神状态。
另外，亮亮家长的教育思想不够
科学、方式方法不够合理。比如孩子
做作业时，爷爷奶奶在旁边看电视，显
然对孩子的学习是有影响的；而妈妈
在一旁做着手工活，偶尔去看看孩子
的作业情况或给他布置新的任务，只
关注结果——有没有抄写好、计算对，
实施的是“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
强化训练，不关注孩子是怎么写、如何
思考的，更不会去思考怎样创设丰富
的教育环境，支持和满足孩子通过直
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去获取
经验……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指导，引
领家长转变思想和行动。
后来我们又一次上门，和家长促
膝长谈，把这些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
题一一告知家长，还耐心地告知这些
问题对孩子的成长与发展有哪些不
利，该如何有效改进。爷爷奶奶听了，
紧紧握着老师的手感激地说：
“我们真
的不懂，谢谢老师告诉我们，我们会改
的，不懂的再请教老师。”亮亮妈妈也
表示，以后会更注重孩子的学习过程
和学习兴趣。

徐光

整改创新，点燃家长教
育智慧
一周后，亮亮妈妈给我们发了几
张照片，只见亮亮坐在和小学一年级
一 样 的 桌 椅 旁 看 书 ，而 且 是 在 书 房
里。房间里还装上了新的窗帘，妈妈
说特地选了偏绿色的，这样有利于孩
子的眼睛。书桌对面还放着一盆绿
植，妈妈说孩子眼睛疲劳的时候，可以
看看绿色放松一下。
另一张照片更吸人眼球，是亮亮

禹天建 绘
小房间里挂的“钟”。记得我们第二次
去的时候，就给亮亮送了一个自制的
钟，一方面想让亮亮进一步认识时钟，
另一方面希望亮亮有时间观念。没想
到亮亮的爷爷也给孙子做了一个钟，
而且很有创意，钟面是竹筛，时针和分
针是废旧牙刷做的，用一颗螺丝固定
在竹筛中央，竹筛周边一圈则是 12 个
扇贝，分别写着“1—12”的数字，爷爷

还时常拨动牙刷，问亮亮几点了，亮亮
喜欢这个钟，马上就能说出几点几分
……
看着这些整改后的照片，以及家
长生发的创意，我们在微信里由衷地
为他们点赞，同时回复——希望我们
在家庭教育环境整改中共成长！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孙端镇中心幼儿园）

家长最好别介入孩子的纠纷
陈映
吃饭晚饭接到学生小强妈妈的电
话，一听就感到电话那头的情绪明显
不对，小强妈妈说宝贝儿子白天在学
校里受了同学小庄的委屈，已经出现
了厌学情绪，她自己为此昨晚彻夜未
眠，让我一定要处置那个“闹事”的
孩子。
我一边安抚小强妈妈兴师问罪的
情绪，一边希望她给我一天的时间来
调查和处理这事，承诺第二天放学后
一定给她一个结果。这通电话足足打
了 40 分钟，唉，谁遇上这样的事，心情
都不会好的，希望这通电话能让她的
坏情绪都发泄出来。
第二天一到学校，我就召见了小

关注厌学之一

庄 ，详 细 询 问 了 他 和 小 强 之 间 的 纠
纷。但事情的原委却并非小强妈妈嘴
里说出来的那么可憎，看来事有蹊跷
哦！于是，我又单独会见了小强，请他
也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知我。
有意思的是，三个人所说的居然都不
一样，看来这事有转机了。
下午的品德与生活课上，我神秘
兮兮地告诉孩子们：
“ 老师遇到麻烦
了，想请大家帮忙，你们愿意帮我吗？”
这下孩子们来了劲，一个个抬起了小
脑袋，拼命地向我点头。我请他们帮
我调查小强和小庄最近发生纠纷的事
情真相，并且说说如果自己遇到这样
的事情会怎么处理。

没想到，知道这事儿的孩子还挺
多，他们一一回答后，我们班最机灵的
小男孩振振有辞地说道：
“我觉得吧，
事
情发生后就该第一时间告诉老师，还
有，这事儿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去
搭理他就好了。
”
我向他微微一笑，
孩子
们纷纷举手，各抒己见，很多孩子写下
了自己的建议。下课后，
生活委员悄悄
把一张小纸条塞到了我手中，说“老师
你把这个交给他们”就红着脸跑开了。
我低头一看，
一张红色的小纸折得方方
正正的，打开一看，上面工工整整地写
着：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没有什么深仇
大恨，可总是为了一点点小事闹个不
停，
吵个不停。真的很烦你们。建议你

们平时要学会谦让，大家都退一步，那
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
”
多么有心的小女孩啊！我心中暗
暗赞叹道。我把这张红纸再次折好，
放进口袋。当小强妈妈如约而至时，
我把她和两个孩子请到一间屋子里，
把孩子们写的过程和建议给她看，小
强妈妈被我的先发制人弄得没辙，转
而质问小庄：
“你到底有没有恐吓他？”
小庄并不示弱，表明自己做了什么，没
有做什么。我不等她发问，紧接着问
小强：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小强皱着
眉头，无奈地点点头，这下小强妈妈像
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
么了。

我赶紧趁机把小姑娘的红纸条塞
到小强妈妈的手里，说这是我们班小
朋友的建议，希望两个孩子以后遇到
问题学会自己处理，也请家长相信孩
子有能力处理他们之间的问题，我们
成年人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正确
的引导，最好不要介入，否则事情会越
弄越糟。最后，当着我们的面，两个孩
子互相道了歉，我也衷心祝愿他们在
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够成为好朋友。
送走他们后我长舒了一口气，旁
观者明，
是孩子们帮我解决了这件棘手
事。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
把孩子的问
题还给孩子，
矛盾是能够及时化解的。
（作者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不被尊重的孩子缺乏学习的自发动力
清柔文竹

许多父母为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甚
至出现厌学、逃学情况而烦恼不堪，却
不知道原因往往是父母对孩子缺乏尊
重，没有将孩子当做一个在人格上和他
们一样平等、独立的个体。
小学生添添的妈妈海虹在孩子上
四年级时给他报了校外英语辅导班，一
年后发现孩子的单词量和阅读能力并
没有显著变化，感觉孩子在那里就是
玩，浪费时间。尽管添添一再告诉妈妈
自己很喜欢辅导班老师轻松、幽默的教
学方式，感觉自己的口语提高了许多，
而且班里的学习氛围让他喜欢上了英
语等，但海虹还是强行让添添退出了辅
导班。
添添上初中后，老师总要求背单
词、默写单词，和以前辅导班老师寓教
于乐的教学方式差别很大，他逐渐对学
习英语产生了抵触情绪，期中考试成绩
落到班里倒数第四名。为了让他尽快
跟上教学进度，英语老师给海虹下达了
每天给孩子报听写的任务。可听写没
坚持多久，添添就宣布他不喜欢英语，
也不喜欢英语老师，他不是学习的料，
不再学习英语了！
正在一筹莫展时，海虹在朋友家遇
到了思语，思语的儿子津津曾经和添添
一同在英语辅导班学习。问及津津的

学习情况，思语的满意之情溢于言表，
海虹便迫不及待地向她诉说了添添目
前的英语学习现状，
并向她求教。
思语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当时也
发现英语辅导班的学习效率不够高，
而且很贵，不太值得。但我们并没有
强行让孩子退出，而是先征求他的意
见，让他自己想一想，怎么更好地学
习英语。
”
思语向海虹娓娓道出了她和津津
交流和沟通的始末——
我问他：
“你喜欢你的英语老师
吗？”津津点点头。我又问：
“ 你上了一
年的辅导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津津马上回答道：
“ 我最大的收获
是日常口语提高了许多，并体会到学英
语要一句话一句话地学，而一个一个地
背单词不但效率不高，还不能很好地体
会和把握单词的准确表达和用法。
”
小家伙笑了笑，又补充一句：
“最重
要的一点是，我开始喜欢上英语了。
”
听了他的话，我又问：
“那你对自己
下一步的英语学习有什么计划呢？”
他很快回答：
“ 我想增加我的词汇
量，提高我的阅读能力。
”
于是我就问：
“ 那你认为是继续上
辅导班好呢？还是买些书和光盘在家
里自己学效率更高呢？”

津津开始犹豫了。我便拍拍他的
肩膀，笑着对他说：
“ 不着急儿子，你先
好好想想，过几天再告诉妈妈不迟。重
要的是哪一种方式对你更有益，其次才
是成本，尽管辅导班一个学期的费用够
你买能读好几年的书。
”
几天后津津告诉我他想在家自己
学习英语，想买一个笔记本电脑，我爽
快地回答：
“当然可以了！”
描述完和儿子沟通的过程，思语
说：
“ 我和我先生虽然从没有参与过津
津的英语学习，但我们经常找合适的时
机与孩子交流，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状
况，遇到困难时我们一起想方法，当孩
子有明显进步时给予适当表扬和鼓
励。现在他不仅英语学得不错，还自己
总结了一套学习英语的有效方法，经常
帮助班里的其他同学。
”
海虹听后长叹一声说：
“ 让添添从
辅导班退出来之前，如果我先征求一下
他的意见就好了。
”
思语给海虹杯子里加了点水，微笑
着对她说；
“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
我们尊重他，让他自己做选择时，孩子
大多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假如孩子
不情愿做某件事，即使这件事是对的，
对孩子是有益的，可如果孩子不明白其
中的道理，我们大人强迫孩子去做，孩

09

子迫于压力不得不服从，效果往往也不
好，
因为孩子缺乏自发的动力。
”
海虹点了点头，但又充满困惑地
问：
“ 强行让孩子从英语辅导班退出是
我不对，可添添现在的英语老师给我下
达了任务，让我每天给孩子报听写，现
在他不合作啊！我该怎么办呢？”
思语真诚地说：“在你和孩子的互
动过程中，你对孩子说话的方式、语
气中是否缺少了一些欣赏和鼓励的成
分？有没有让孩子感觉和认识到只要
他付出和努力就会有进步？同样一句
话，用不同的方式说出，效果就会截
然不同。例如，当孩子写对两个单
词，第三个写错了，如果你说：‘没关
系，儿子，你已经写对两个了，第三
个多练习几遍就会记住的。’孩子听后
下次肯定会努力。如果你说：‘你这孩
子怎么这么不用心，才写了两个就不
会写了，这样下去，你将来还能干什
么？有什么出息？’这样孩子就会想，
既然你已经给我的未来定了位，我是
一个不求上进、没有出息的笨孩子，
我干嘛还学习啊！”
海虹听后恍然大悟，懊悔地自语
道：
“我是对孩子缺乏耐心，而且时常批
评、训斥和挖苦孩子，以为用刻薄的语
言可以刺痛他日渐麻木的神经，促使他

努力学习，
看样子我的方法全错了。
”
过了一会儿，海虹又带着几分伤心
和难过地说：
“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也该
体谅父母的苦心，心疼父母对他的付出
啊！怎么能轻易放弃、不愿学习了呢？”
听了海虹的哀叹，思语又忍不住笑
了：
“ 孩子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衡量我
们的爱的，如果我们对孩子的爱是基于
我们自己的意愿和期望值，而不是对孩
子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爱，那是真正的
爱吗？孩子能接受吗？”
添添和津津的故事告诉我们，孩子
也是一个大写的人，有独立的人格和尊
严，由于孩子不被尊重，自尊心受到伤
害，自信心流失，他们便怀疑或否定自
我价值，对自己缺乏真正的认同，于是
就用磨蹭、拖拉、顶嘴、不做作业、逃避
困难、玩电子游戏等方式与父母或老师
对抗，
有的还会发展成厌学、逃学。
世界上没有哪个孩子愿意学习成
绩差，家长如果能以平等、尊重和理
解的心态，与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渠
道，成为孩子信任的良师益友，用自
己的真心和爱维护孩子的自尊心，保
护和发展孩子的自信心，孩子内心向
上和向善的火花将永不止息，自然也
就不会出现学习成绩下降、厌学和逃
学现象了。

我认识一位经商的朋友，天南海
北地飞来飞去，忙得很少在家，说女
儿见他就要钱，说她妈妈不愿意给她
钱 ，“ 嫌 她 乱 买 东 西 ， 买 回 来 也 不
用，看见什么都想买。就像我的钱是
白来的，真没办法”。话语间，流露
出满脸的无奈和烦躁。
类似的苦恼和困惑许多父母都有
过，尤其孩子正处于青春期，爱冲
动，希望被理解，渴望被爱和尊重。
他们的物质需求，有时是为了吸引父
母对自己的重视，有时是为了发泄心
中的愤怒或悲伤等情绪。如果父母只
是浅层次地理解孩子是一味追求物质
享乐，那么亲子之间就容易产生误解
和不快，并导致冲突和矛盾。
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包
括自我实现需要、尊重需要、社交归
属需要、安全需要和生理需要等五个
层次。当人的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
时，精神层面的需求就上升到显著地
位，而物质需求的背后，有时会隐藏
着人的情感需求。成人如此，成长中
的孩子也如此。父母要用同理心来理
解和关爱孩子，多倾听他们内心的感
受，感知他们内心的渴望，通过良好
的沟通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和情感困
惑。
我访谈过一些小学生、初中生和
高中生，他们普遍认为，有时消费是
为了满足自己的嘴巴和胃的需要，有
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有的
时候花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或者因
为心情不爽，或者因为得不到老师、
同学的理解，或者因为父母忙于自己
的事业，没有时间、精力或心情来关
注自己，甚至忽视自己的存在……
因此，希望引起父母的在意和关
心，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是许多孩
子无度消费的真实原因。父母要透过
孩子的行为，寻找孩子的真正动机和
内心渴望。
记得我儿子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一天放学回来小脸阴沉沉的，拿起手
风琴拉起比较哀伤的曲子，过一会儿
又凑到我身边要我带他去商场买玩
具，我答应他看完手头的书稿就去。
不一会儿，儿子过来不爽地说：“妈
妈，我不想买玩具了。”“为什么？”
“其实我今天也不想买玩具，我只是心
情不好。”我停下工作，抚摸一下儿子
的头，把他揽入怀中，柔和地问：
“怎么
了，在学校不高兴了？”
“ 没有什么，只
是我们班一个同学要随他父母去日
本，听说要在东京定居，我心里也不
知道是什么滋味……”“跟他父母团
圆是一件好事情呀，应该为他高
兴！”“那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怎
么会呢？现在科技发展得这么快，都
快成地球村了。他回北京看他爷爷奶
奶的时候，你们可以见面呀，你长大
了也可以到日本留学呀！”听到这儿
儿子兴奋了，“我怎么没想到，我以
为再也见不着他了。
”
儿子那天要买玩具的心理，是由
于他把对友谊的情感需求托付于实物
上，表面上向往拥有物质，实际上流
露的是对情感的渴望，这种渴望得到
接纳以后，玩具就不是他真心想拥有
的了。
其实成人也常常这样。没有及时
升职，或没有评上职称，心情不爽，
可能愿意约朋友出去喝酒、打牌、购
物。追溯到底，喝酒、打牌、购物都
不过是为了发泄此时心中愤怒的情
绪，让失落的心有个着落而已，内心
真正的渴望是自己在单位存在的价值
以及归属感。
既然成人尚且有时并非为了消费
而消费，孩子的消费背后隐藏着的诸
多心理需求就应该很好理解了。孩子
渴望成人理解、尊重和关爱，渴望父
母能倾听自己的感受，渴望拥有愉快
的好心情。当我们以同理心来理解孩
子的这些渴望时，就不会一味埋怨孩
子不懂事，眼睛只盯着父母兜里的
钱，对钱比对父母都亲……亲子沟通
就容易多了。当孩子的情感需求得到
满足时，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无度消费
了。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
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新华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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