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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家教主张

有位家长来信说：“我的儿子今年 8 岁，活
泼可爱，成绩中上游，但总不能遵守他许下的一
些诺言。比如我和他讲了许多放学后先写作业的
好处，他也答应了，但经常做不到，总是想着法
儿地先玩或先看电视。再比如，在玩游戏前，我
们商量好，只玩半小时，他答应得好好的，并保
证做到，但到了点就是磨磨蹭蹭不想结束。我为
此批评过他多次，希望他做个信守诺言的人，但
他总是让我失望。我有时实在气不过，就强行关
掉电源，逼他履行诺言，为此孩子经常和我闹情
绪。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孩子也是经常说
话不算数，总是不能遵守自己定下的诺言。我很
苦恼，很想知道如何才能让孩子遵守诺言。”

这位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孩子其实并没有
许下什么诺言，放学回家先做作业、游戏只能玩
半小时等，都是家长给孩子下达的“命令”，并
不是孩子以自愿为原则许下的诺言。孩子对家长
的命令不敢不领受，尤其是玩游戏，如果不遵守
家长下达的命令，他甚至连半小时也玩不成。所
以孩子只好以“许诺”来换取权利，把诺言当作
权宜之计，能管多少用管多少用，而真要执行的
时候就大打折扣，甚至失效。

事实上，家长才是“诺言”的真正制造者，
既诱惑孩子跌入不守诺言的陷阱，又倒打一耙怨
孩子说话不算数，给孩子扣上“不守诺言、不讲
信用”的帽子。这样做会使孩子背上沉重的心理
包袱——无论成人还是孩子，没有人愿意做不讲
信用的人，没有人尊重不讲信用的人。当孩子被
一次次定义为不守信用的人时，他慢慢会瞧不上
自己，认为自己就是个不讲信誉的人，最后可能
真的出现轻诺寡信的情况。那时你会更痛恨孩子
的这个毛病，却不知始作俑者是自己。

所以，解决孩子不守诺言的问题，要从家长
不逼迫孩子许诺开始。比如孩子放学后是先写作
业还是先玩游戏，是他自己的事，应该交由他自
己安排，不必去检查他如何安排时间，全然地信
任孩子。在任何事上都不要逼孩子承诺，当孩子
不必被迫向你承诺时，他就没有机会失信了。

另外，即使孩子主动许诺说要如何如何，但
最后没有实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不该
被指责。因为孩子主观上是想把事情做得更好，
但由于对情况估计不足，也会出现“不守诺言”
的情况。比如孩子为了讨好父母，主动许诺说期
末考试一定进前五名，表明他当时的确想好好学
习，用好成绩让父母高兴。家长应该对孩子的这
份决心给予适当鼓励，而不要执著于最后的结
果，还要告诉孩子也不要执著：实现了，挺好；
没实现，也无所谓。这样，孩子就不会对这个诺
言产生压力，从而保持轻松愉悦的学习态度。

中国人有一诺千金的传统，但诺言仅仅代表
当事人当时的意愿。随着时境变迁，当事人改变
主意也是正常和允许的，这也体现了对他人的尊
重。任何人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控制和左右未
来将发生什么事。结婚这么大的诺言都可以改
变，何况孩子的一个承诺呢？诺言应该尽量遵
守，但不该用来绑架一个人的一生。

当然，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该珍惜信用。人
无信不立，经常不守信用的人，会慢慢被人远离
和唾弃。我们要告诉孩子，人不要轻易许诺，轻
诺必寡信，许诺要根据自身实力，不要为了面子
盲目许诺，否则最终落下吹牛的名声。

想培养孩子良好的守信习惯，父母是孩子最
好的榜样。身教大于言传，给孩子讲十遍守信的
道理，都不如你守信地去做一件事。父母要坦诚
对待孩子，无论再小的事，也要对孩子说实话、
说真话，而且尽量说到做到，这才是较好的诚信
教育。

当然，孩子突然获得时间管理上独立自主的
权利时，可能会有一段更加混乱的时期，比如拖
到很晚才写作业，甚至忘了写作业，生活规律彻
底打乱，学习成绩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
象，是孩子从旧生活秩序向新生活秩序的过渡，
是孩子从被动执行者向主导者的过渡。就像装修
旧房子时屋里会更加混乱一样，父母能坚持迈过
这道坎儿，等孩子度过这段混乱期，后面就是一
马平川了。

（摘编自尹建莉著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2：
自由的孩子最自觉》）

不要逼孩子许诺
尹建莉

家庭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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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视野

上善若水，在我看来这是对母
亲的赞美。

极富智慧的老子仅仅留给世间
五千言，其中却多有对水的赞美，
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
所恶，故几于道”。作家林语堂解释
说，水是善利万物却又最不会与物
相争的。它乐于停留在大家所厌恶
的卑下地方，所以最接近道。每当
我默念这些千古名言，就会想起我
的继母，因为继母的性格最接近于
水，并且以此润泽了我的生命。

勤劳而灵巧的母亲
温暖了我苦难的童年

今年 9 月中旬，我将返回家乡
青岛，为继母庆贺 92 周岁生日。许
多朋友不知道我的母亲是继母，常
常惊呼我家有长寿基因。虽然没有
血缘关系，但我相信，从容淡定的
性格和善待一切的情怀，肯定是继
母长寿的秘诀。

我的童年有两大苦难，一是失
去母亲，二是饥饿难忍。1960 年的
中国是饥饿的，5 岁的我在幼儿园
里，最深的记忆居然是爬到槐树上
撸树叶子吃。在那些困难的日子
里，家里几乎没有馒头和米饭吃，
更不要说吃肉了，喝的粥也很稀很
稀，米粒清晰可数。我最难忘的
记 忆 是 ， 我 和 哥 哥 不 管 谁 去 盛
粥 ， 都 会 先 盛 出 一 碗 米 较 多 的 ，
放 在 锅 台 上 ， 那 是 留 给 母 亲 吃
的。自从生妹妹之后，母亲一直
在生病，非常需要营养，我和哥
哥 都 懂 得 要 孝 敬 母 亲 和 照 顾 妹
妹。可是，连病带饿的母亲最终
还是离开了我们，年仅 29 岁！母
亲来自老家农村，本来没有名字，
近乎文盲的父亲却为她起了一个颇
有诗意的名字叫赵爱领，可能是寓
意爱情领她到青岛的意思吧。

年轻的母亲病逝，留下 1 岁的
妹妹、5 岁的我和 9 岁的哥哥，靠
30 多岁的父亲一人拉扯着，日子的
艰难与混乱可想而知。

大约两年后，继母来了。我记
不清她来的细节，只是明显地感觉
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有饭吃，有
衣服穿，父亲还有了那个年代不多
见的自行车。

在我的印象中，继母总是伏在
缝纫机边，夜以继日地为全家做衣
服，也为左右邻居们做衣服。从那

个时候开始，我最熟悉的声音就是
咔哒咔哒的缝纫机响。在那个贫穷
的年代，很多人买不起成品衣服，
往 往 是 买 来 布 料 请 人 帮 助 裁 剪 。
或许是因为给太多人家切实的帮
助，或许是因为继母总是细声细
语地说话与微笑，我们家在那片
工人宿舍里颇有人缘，使我们在
饥饿的年代里也能感受到某些人
性的温暖。

母亲勤劳而灵巧，一些裁剪衣
服剩下的边脚料，都被她拼接成五
彩斑斓的枕巾、坐垫或套袖，给孩
子做的沙包更是不计其数。

轻言细语的母亲
成了我们家的“定海神针”

继母识字不多，更没有什么理
论，但她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教给我
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如何化
解矛盾，这可能是我最早感受到的
教育艺术。

老子赞美水说：“天下之至柔，
驰骋于天下之至坚。”继母走进我们
的家，走进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足
以验证老子的理论。

我的父亲 14 岁只身从老家农村
来闯青岛，吃苦耐劳，才有了我们
的家。但他没有什么文化，爱喝
酒，脾气暴躁，经常打孩子。我惊
讶地发现，自从继母来后，父亲发
脾气的次数减少了，因为继母从不
与他大声争吵，总是轻言轻语地与
他讲道理，直到说得父亲心服口服。

我们三兄妹有的在青春期，有
的在儿童时代，岂能不犯错误？可
是，我们从来没有挨过继母的打
骂，连高声训斥也没有过。当我们
做错事的时候，继母会把我们单独
叫到身边，耐心问明白事情的缘
由，仔细分析是非对错，鼓励我们
勇敢面对。

有几次，我在外边与人打架。
其实，少年时代的我不会打架，更
不爱打架，但有时候碰上欺人太甚
的事情，也会热血冲头与人拼命。
心想，就算你厉害，能打我十拳，
我至少也要让你尝几下狠狠的拳
脚。可是，父亲却不理解孩子，他
绝对不允许孩子打架，只要我们打
架回来，不管有没有道理，都要挨
揍，这令我倍感冤屈。有时候，父
亲突然火山爆发，继母一下子难以

劝阻，往往就用身体来护着我们。
所以，继母为保护我们挨了一些拳
头，这让我非常内疚和感动。

尽管父亲的火爆脾气难以彻底
改变，但我们的家越来越温馨，并
且逐渐形成了遇到事情讲道理、论
是非的家风。毫无疑问，这主要是
继母的功劳，继母成了我们家的

“定海神针”。当然，继母非常尊重
父亲，大事小事都与父亲商量，最
后与父亲形成一致的意见，由父亲
出面定规矩。

后来我成为教师，成为教育研
究者，很多人说我是教育专家。其
实，是继母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教
育，什么是家风，什么是亲子关系
的沟通，什么是家庭教育的真谛。

精打细算的母亲
教我乐观积极地生活

如今，父母都是九旬老人，依
然相依相伴。有时候，母亲生病住
院，父亲在家里常常六神无主，总
念叨着要去医院看望。有时候，父
亲生病住院，往往住不安稳，时常
惦记着母亲。当两个老人团聚在一

起的时候，母亲会靠在父亲身边轻
轻地聊天，甚至和父亲头顶着头说
话，那亲昵的劲儿不亚于年轻的恋
人。父亲生病经常躺在床上，我每
次回家看他，他总会催促我说：“去
和你妈说说话，你妈对咱家有大
恩。”

我一直好奇，继母曾经是烟台
郊区一个富裕家庭的大家闺秀，嫁
给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普通工人，
会不会感到委屈？在一次聊天时，
继母坦然回答了我的疑问，说她初
来青岛的生活也是动荡不安的，走
进我们的家才安定下来，苦日子不
可怕，好好过就会好起来。每个月
收入多少，开支多少，存款多少，
她与父亲都有细致的计划。我想起
来了，我 1978 年调入北京工作时，
大部分工资还是照例寄给父母的。
1981 年结婚时，自己手头的存款仅
100 元，而父母汇来 1500 元，在当
时简直是一笔巨款。这就是父母精
打细算统筹安排的结果。

住在家里的日子，我发现继母
几乎成了父亲的保健医生。因为父
亲有糖尿病，继母每天给父亲打四
次胰岛素针，动作不仅非常熟练，
而且十分轻柔。父亲记忆力有些衰
退，需要吃什么药难以记清楚，继
母几乎天天为父亲配药，提醒父亲
按时服药。

与继母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她
的手很少闲着。比如报纸或礼品盒
里经常夹杂一些广告纸，她就随手
折叠成一个个纸盒，成为我们家聚
餐时人手一个的小巧垃圾盒。

最让我惊讶的是，继母年过九
旬，仍然每天坚持看报看电视新
闻，有些重要新闻竟然是她最先告
诉我的，还经常发表评论，给我一
些建议。每逢此时，我颇为感慨，
父母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
啊，他们历经艰难困苦，却如此顽
强而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父母是
我们真正的人生榜样啊！

正是因为父母的善良与勤俭，
我们兄妹三人都孝敬父母待人宽
厚。只不过，我的教育专著是写出
来的，而父母的教育实践是做出来
的。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
庭教育首席专家、研究员，中国教
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
理事长，曾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
贡献的教育科学研究专家。）

从容淡定 善待一切 勤劳温和 积极乐观

继母是我的家庭教育导师
孙云晓

当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厌
学、逃学现象时，父母通常会感到
焦虑不安，但很少意识到造成这一
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家长缺乏
与孩子沟通的技巧。

细心觉察孩子内心的苦恼

正在上重点高中的鹏鹏学习成
绩一直不错，全家都很喜欢这个内
向懂事的孩子。姑姑送给鹏鹏一个
MP3 播放器做为新年礼物。鹏鹏很
喜欢这个小礼物，开学后也常常带
在身上，期望在课间和上学放学的
路上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和歌曲。

一天，数学老师走进教室时，
鹏鹏还在专注听音乐，直到同桌示
意他，才赶忙将耳机摘下来。老师
盯着他淡淡地说：“我知道你上学期
数学考得不错，但上课前请你不要
听这个，以免上课时注意力难以集
中，而且还可能会影响其他同学。”
鹏鹏脸上顿感火辣辣的。

第二天的数学课上，坐在鹏鹏
前面的一名同学因为没有听明白老
师刚才讲的例题，趁老师写板书时
扭头问鹏鹏。老师转身看见鹏鹏和
同学说话，联想到昨天发生的事
情，便用黑板擦拍了一下讲台，怒
气冲冲地指着鹏鹏说：“你要是不想
上课就出去！”

鹏鹏顿时感到羞愤难当，眼泪
在眼睛里直打转。尽管前面的同学
站起来主动道歉、解释后，老师没

有再说什么，只是分别看了他俩一
眼，继续上课，可鹏鹏的脑袋却嗡
嗡作响，再也听不进老师后来讲的
任何一个字。

那一天对鹏鹏来讲过得很慢、
很长，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匆忙回
到家的鹏鹏无法静下心来写作业。
晚饭后，他实在觉得内心很憋闷、
很委屈，便向爸爸妈妈诉说了这两
天在数学课上发生的事情。让他意
外的是，他不但没有得到父母的同
情和理解，爸爸还没收了他的 MP3
播放器，妈妈也责怪他不该在临上
课前还听音乐、和同学上课讲话。

从此，原来嘴角总带着淡淡微
笑的鹏鹏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沉
默和消沉了。他不想再见到数学老
师，对数学课也渐渐失去了兴趣。
最初他只是数学考试成绩下降，而
后其他科目的学习成绩也开始下
降，并逐步产生了厌学情绪。可他
的父母并没有察觉到鹏鹏内心的苦
恼和挣扎，反而在亲友面前哀叹、
抱怨孩子不争气。

用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

如果鹏鹏的父母能够认真倾听
儿子倾诉他在学校受到的委屈、内
心的烦恼，用暗示的言词和语气鼓
励孩子将心里的话说出来，例如：

“原来是这样啊，还有呢？”孩子的
情绪就能慢慢得以释放。

倾听不仅是一种能力和技巧，

同时也是一种修养和境界。父母用
心听孩子倾诉完他在学校的遭遇
后，应当再表示适度的共情，抚摸
一下孩子的头或后背，并充满诚意
地对他说：“我理解你的感受，儿
子。要是我处在当时那个情景，当
着全班同学的面，被老师这样责怪
和误会，我也会感到很尴尬，我的
自尊心也会受到一些伤害。”

当孩子在学习、生活中遇到问
题、麻烦、困惑或受到委屈时，内
心深处便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
觉。孩子带着情绪表达他的感受
时，这种情绪就是一种能量。当家
长用心倾听，用理解、接纳、共情
等积极的方式回应孩子时，这种能
量就可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慢慢
释放，帮助孩子回归理性思维。

英文里的 Empathy （共情)和
Sympathy （同情） 虽然只有一个
字母之差，但意思却有很大差别。
同情是指对他人的苦难、不幸会产
生关怀、理解的情感反应，而共情
能力则是换位思考，“如果是我的话
将会怎么样？”共情是尽力深入到对
方的思想里，体验对方的感受，对
对方的感情作出恰当的反应，协助
对方处理情绪，帮助对方从情绪中
走出来的一种能力。

如果鹏鹏能得到父母的共情和
慰藉，内心不仅会很快平静下来，
而且会感到爸爸妈妈是他的知心朋
友，能理解他，遇到问题时彼此能

碰撞出心灵的火花，在内心产生一
定共鸣。这对孩子恢复自信，以积
极的方式应对挫折，对孩子后来健
康人格的发展都大有裨益。

引导孩子自己解决问题

共情之后，父母要将解决问题
的机会和权利留给孩子，让孩子自
己解决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除非孩子需要家长提供一定帮
助，千万不要包办或代劳。

等孩子情绪渐渐平静了，父母
可以试着问鹏鹏：“儿子，那你计划
下一步怎么办呢？”

鹏鹏可能会说：“我明天和老师
谈谈，告诉他我以后上学不带 MP3
播放器了。如果同学在上课时再问
我问题，我也会告诉他们下课以后再
回答，以免打扰周围同学正常听课。”

人都有自尊和自爱，当他意识
到自己的言行给自己或他人带来不
便、烦恼或损失时，往往有自我修
复和尽力弥补的意愿，并努力做出
相应的行动。只是孩子这种自我修
复和改进的能力，有的被父母替代
了，有的被父母或老师“无意”扼
杀而悄悄流失了。

父母应抓住时机帮助孩子谅解
老师对他的误解和不合理的责难：

“老师每天要面对几十个孩子，他希
望每一个学生都能上课注意力集
中，高效吸收他所讲的内容，只是
方式和言语有失妥贴。”

孩 子 听 到 这 样 的 话 会 原 谅 老
师，内心的郁结也就完全散开了。
同时，他也会因此吸取经验，在内
心提醒自己，长大后要做一个宽
容、待人得体的人，以免伤害他人
的自尊心。

父母还可以趁机告诫孩子：“你
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也会遇到伤害、误会你的人，你对
此不必在意，只尽力做好自己，不
虚度时光，善待自己和他人就可以
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父母要用
心观察孩子的情绪和言行，及时与
孩子沟通交流，了解孩子的心理动
态，根据具体状况提供适时的引导
和恰当的鼓励。这样孩子既能释放
心中的压力，也可以提高自己的抗
挫和抗压能力，使自己的心理承受
能力得以提高和拓展，以全新的热
情投入学习。

经 历 了 这 样 的 情 绪 释 放 和 梳
理，如果孩子再遇到类似事件，就
可以泰然处之，并与人从容相处。
这个经历还能帮助孩子提高与人沟
通的技巧，有助于孩子学会以包
容、大度等积极的方式行事做人。
其实，爱学和厌学就在一念之间，
关键在于父母是否具有与孩子进行
良好沟通的能力和技巧。沟通能力
和技巧就像一只无形而有力的手，
可以将孩子从泥泞推向沼泽，也可
以引领孩子从泥泞中走出，迈向阳
光大道，拥抱美好的未来。

缺乏沟通技巧会导致孩子成绩下降
清柔文竹

关注厌学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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