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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请扫描关注“家庭教育之声”

近期有关校园欺凌的舆论热
点讨论中，有人呼吁尽快完善法
律，有人指摘学校息事宁人，有
人同情孩子，有人声援家长，有
人反思学校教育。从家庭教育的
角度看，父母平日该如何教育自
己的孩子面对欺凌呢？

从小教宝宝自我保护
宝宝一般两岁以后跟其他小

朋友的接触开始多起来，大人就
应该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捍卫自
己的教育了。

孩子从故事、动画片或现实
中看到小朋友吵架或冲突的时
候，家长们要明确告诉孩子：遇到
这种事情发生，第一时间要用嘴
沟通，大声告诉对方，一定要让周
围的人也能听到：“你不能打人”

“你不能这样说话”“你这样做不
对”“你把我打疼了”⋯⋯

要告诉孩子不做先动手的那
个人，但是如果有人动手，一定要
保护好自己不受伤害。要经常告
诉宝宝“小脑袋很重要，自己要保
护好”“别人打你的时候，小胳膊
是可以保护你自己的”“摔跤的时

候，记得要用手来保护自己”，这
些安全教育要常常做。

当然，还要教会宝宝求助。
遇到小朋友动嘴、动手了，要让孩
子及时告诉身边的大人。平日里
跟孩子玩亲子游戏的时候，不妨
进行一些角色表演，比如宝妈做
宝宝，宝宝做老师，然后宝妈演给
孩子看。当然还可以通过讲故
事、看电视告诉孩子如何求助。

还有一招就是教会孩子如何
跟不同的孩子接触，要时常提醒
孩子远离那些比较容易伤害别人
的熊孩子。

定期沟通引导孩子
一般孩子到了六七岁以后，

就开始有自己的道德评判能力
了，这时候家长可以跟孩子聊聊
相关的话题。每个家庭都应该有
一个固定时间用于家人互相沟
通。据说李嘉诚一家就规定每周
一晚上必须全家人一起吃饭，建
立了一个定期沟通制度。

比如，如何尊重别人？什么
是隐私？人与人之间什么是侮
辱？父母要借助定期沟通制度，

在看似不经意间和孩子主动聊聊
这样的话题，对孩子加以引导。

但这种引导千万不要变成直
接面对孩子的说教。可以是父母
针对自己工作中的某一个问题，
或者交流对某个电影情节的看
法，看似不经意，但主题一定是
针对某个话题的，在这个过程
中，帮助孩子建立起自己的甄别
能力。

事后要帮孩子还原真相
一旦发生了被欺凌事件，父

母最重要的是创设一个安全、安
静的环境，帮助孩子真实地表达
自己的感受。

孩子受到欺负以后，最早产
生的情绪可能是恐惧，随之而来
的就是紧张、羞耻等感受。这些
情绪会导致孩子不愿意说、不愿
意表达。这时要顺着孩子的情绪
来，不要硬逼着孩子说什么、做
什么。等到情绪安抚好了，再找
机会问孩子。

有的孩子可能不善表达，而
且小孩子的记忆容量不够、忘得
也快，也许会说不太清楚。这时

可以借助情境模仿，用角色扮演
的方式，尽量恢复当时的场景，
让孩子在环境中去回想。

如果孩子想不起来了，也不
一定非要把情节弄得那么清楚，
一切要以对孩子好为出发点。

有的孩子如果很拒绝，父母
就不要急于马上了解清楚，可以
暂且放放。等到在讲故事、聊天
等互动活动中碰到类似话题了，
再慢慢询问孩子，了解情况，加
以引导。

让孩子参与解决过程
如果欺凌事件很严重，通常

应该采取两条路径并行的模式：
既要家长私下沟通，也要孩子参
与解决。

家长私下沟通是长远的解决
问题之道，避免下次再发生同样
问题，但切记深度沟通要避开孩
子。

同时，真正让孩子学会保护
自己，就得让孩子去直面问题。
最好给孩子创设一个当面解决问
题的情景，在他们能理解的基础
上，让事件双方的孩子参与到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来。
这种过程需要家长用心营

造。孩子之间发生不开心的事情
之后，家长千万不要一味地把别人
的孩子想得不好，不要坚持认为自
己的孩子是好的。如果想好好沟
通，必然需要双方的妥协和忍让。
家长做好了，孩子就好做了。

孩子彼此之间的道歉，彼此
表达对对方的不满和希望，握手
言欢等程序上的事情，要让孩子
自己完成。当然，有时不一定当
下就要做到，也可以是事后做。
总之，家长要刻意创造一些条
件，让孩子在过程中学习简单化
的问题处理方式。

怎样防止自己的孩子欺负别
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家长的言传
身教，不给孩子提供攻击行为的
范本。如果孩子在家里经常看到
爸爸妈妈之间互相言语攻击甚至
拳打脚踢，如果孩子从小就在周
围环境中的电视里、故事书上接
受各种攻击行为及打架冲突的信
息，后来再学习解决问题的正确
方式就很难了。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在不经意间刻意引导孩子应对欺凌
王静

家校合作

极端情绪出自问题家庭

第二次看完电影 《愤怒的小
鸟》 回来，吃晚餐的时候，我儿
子菜虫冷不丁问了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电影里去上情绪管理课的
鸟儿都没有家人呢？

好吧，我承认，这个问题把
我惊呆了。

原以为这个动画片是根据电
脑游戏改编的，无非是一个闹剧
或者笑剧，不用过脑子，看完哈
哈一乐，回来再重温几盘游戏，
不就是一场电影的价值吗？但是
菜虫居然问出了这个问题，委实
叫我生出分外的惊喜——事实
上，我自己都没往这个方向去
想，这个熊孩子，还真有自己的
想法。

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有一
个鸟岛，所有的鸟都过着温文尔
雅的生活，几乎没有争吵，鸟与
鸟之间彬彬有礼，过鸟道都有鸟
警察指示，总之就是一个理想国
般美好的环境。但有一只叫胖红
的鸟，经常会生气发飙。胖红的

职业是快递小哥，有一次送货迟
到了——当然也是有原因的，但
遭到了顾客的投诉，于是被判罚
去上情绪管理课。

在情绪管理课上，胖红遇到
了另外两只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
鸟。一只是迅捷鸟，一只是炸弹
鸟——炸弹鸟叫大红，往往不知
道什么状况就会突然爆炸，有一
次，连心理辅导教室都被他炸掉
了。

菜虫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来
上情绪管理课的三只鸟，都是没
有家人的。从后面的情节我们获
知，这三只鸟都是孤儿。

菜虫所问的是儿童心理学的
一个基本问题。有数据表明，多
数问题儿童都来自于问题家庭。

一般而言，心理学上认为原
生家庭很重要。一个正常的家
庭，孩子的情绪控制与表达也会
比较正常。因为家庭会给孩子
爱、共情和接纳，使得孩子在家
庭里享有足够的安全感。这样，
这个孩子自我管理情绪的能力，
不必上专业课就会比较正常。因

为对他来说，爱不匮乏，安全感
不匮乏，成就感也不匮乏，孩子
就会比较阳光、自信，甚而呆
萌。总之，基本上不会偏向任何
一个方面的情绪极端。

胖红是个孤儿，自己建造的
小家远离村落，孤单地伫立在海
边。可以看出，胖红在这个社群
中，一直是受到某种歧视的。因
而，当胖红因为外界不可抗力，
导致快递迟到而遭受指责时，他
的愤怒情绪里其实混杂着过去的
很多被歧视的因素，而不单纯指
向迟到被罚这件事。

这就如同我们的孩子，很多
时候孩子的极端情绪都是有原因
的，智慧的父母需要去理解孩子
情绪背后隐藏着的东西，从而更
好地理解孩子、接纳孩子。比如
孩子发飙时，父母首先要做的不
是去制止，更不是去针尖对麦
芒，而是去接纳：“嗯，孩子，
爸爸妈妈知道你很生气。”

但胖红是孤儿，鸟岛的法官
也不是智慧父母，他只会粗暴地
判定胖红去上情绪管理课，这属
于治标不治本——在最根本的心
理问题解决之前，什么情绪管理
课程都接近于一种刑罚。

靠正常社群疏通情绪
事情的转变契机在于绿猪入

侵事件。绿猪用欺诈的方式，骗
取了鸟岛居民的信任，在一个狂
欢之夜，偷走了所有鸟蛋。而在
此之前，只有胖红和他的两个上
情绪管理课的所谓问题小鸟同学
才有先见之明。先见之明的原因

在 于 ， 他 们 不 安
分，敢于怀疑，喜
欢冒险。而这些
不 安 分 的 品 质 ，
在这个温文尔雅
的鸟岛，本来是
不受待见的坏习
惯。

这 里 出 现 了 另
一个问题，这个问题
是菜虫没有意识到，而是
他的老爸虫爹意识到的。这让
虫爹在解读这部电影的感觉上扳
回了一局，虽然这思考还是被菜
虫触发的。

鸟岛居民决定出征猪岛抢回
鸟蛋。依靠什么？靠的是愤怒。

也就是说，前面被视为负面
情绪的愤怒，这时成了战斗的最
大动力。而先前被认为是麻烦制
造者的三只被判去上情绪管理课
的小鸟，却成了事实上的领袖。
并在所谓神鹰的帮助之下，取得
了鸟蛋争夺战的胜利。

这个情节寓意何在？
我 以 为 ， 这 个 寓 意 就 在

于，你只要成为你自己就可以
了。最成功的人生，不是你成
为众人仰望的英雄，而是成为
最好的你自己，是其所是，如
你所愿。因为，人皆仰望的英
雄，比如神鹰，其实是个自恋
的家伙而已。把拯救的希望不
切实际地寄托在英雄身上，总
会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自
己的生活，需要自己去捍卫。

胖红做到了，他与另外两只
问题小鸟一起带领鸟岛居民夺回

了鸟蛋。转变的契机正在于，这
场战争中，胖红认识到了自己的
愤怒特质，接纳了自己的愤怒特
质，并有机会将之用在了合适的
地方，从而实现了他自身的价值。

在一个温和的鸟岛，愤怒被
看做负面情绪。但关键是，任何
一只鸟，其情绪都是多面的、丰
富的。正常的社群，需要有各种
情绪能得以疏通的管道。而一只
以愤怒见长的鸟，也不必因为自
己的愤怒而自以为有罪，其实，
他只是没有将情绪释放在适当的
地方而已。得其所哉，便能尽其
所长。

接纳你自己的情绪，认识自己
的特质，成为最好的你自己——这
是我在菜虫启发之下对这个电影
的最终阐释。当然，在这一点
上，我们与孩子，还有很长的路
要一起走。

上情绪管理课的鸟儿
为何都没有家人

蔡朝阳

“现在社会上，大家普遍关注
学校教育，家长思考更多的也是学
校教育，却忘了他们自己才是教育
的真正基础，才是决定孩子命运的
关键。”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
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家庭教育专业委
员会理事长朱永新说。

1 月 5 日，新家庭教育研究院
与湖南教育出版社在北京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出版 《新父
母教材》《新家庭教育指导师教
材》，共同举办“新家庭教育论
坛”，评选“中国新父母年度人
物”。朱永新表示，家庭教育指导
用书的编辑出版，将教育越来越多
误入盲区的家长真正学会“为人父
母”。

诸如校园欺凌等事件的发生，
总能牵动社会万千大众的神经。

“很多父母愿意为孩子出钱，让孩
子进入各种补习班和兴趣班，但却
忘记了，最需要受教育的，不是孩
子，而是孩子的父母。像校园欺凌
事件和留守儿童问题的施害者，就
大多成长在缺少父母教养的家庭
里。”朱永新直言。

2016 年 11 月 14 日，全国妇
联联合教育部、中央文明办等九部

门共同印发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
育 的 五 年 规 划 （2016—2020
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
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
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
表时，再次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
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孩子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
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
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
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
人的教育”。

“真正的家庭教育被掩盖了，
家庭教育应有的功能也被误解、误
用，这是一个极大的扭曲。”签约
仪式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
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说，家庭教育
是一个比学校教育更漫长、更重
要、更有个性的教育。但是当前，
家庭正在变为学校的第二课堂，变
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家长正在变为
老师的助教，协助教师监督学生完
成学校任务。新家庭教育研究院专
门成立新父母研究所，就是要让更
多人认识到，父母的教育素养决定
着孩子的精神高度。

最需要受教育的是父母
本报记者 余闯

电影课

动物类书籍读得多了，儿子哲
哲觉得不过瘾。

于是，我又帮他找了一些纪录
片，如 《地球脉动》《自然传奇》

《微观世界》 等。一些讲狗的发展
史、如何训练狗，以及里格尔斯贝
尔的野外求生、昆虫野外调查等，
他都很喜欢。自从他读动物小说以
来，家里的电视基本锁定在探索频
道。他边看边议论，不忘给我和哲
哲妈扫盲。看我们心情好，偶尔他
也自言自语：“以后有了狗狗，我
也要这样训练它，要带它多到大自
然里。”

哲哲也关注了一些专门养动物
的微信公众号，闲暇时像读书一样
很认真地看，偶尔还记笔记。他也
让我关注，理由是“爸爸也要学习
孩子感兴趣的东西，不能自己不学
习，只让孩子学习”。后来，我把
一些动物小说作家、科普学家的微
信也推荐给哲哲，鼓励他遇到不懂
的问题多向专家提问。

什么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其
实就是为孩子的成长铺路，让其积
极的兴趣爱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
展，就像赞科夫所谓的“在最近发
展区着力”。父母除了要呵护好孩
子的兴趣，还要多鼓励、支持孩
子，不只是为其买一些经典书籍，
还可以寻找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孩
子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观察力、分
析力，帮孩子活学活用，长久受
益。

有一年暑假，哲哲从微信公众
号上看到北京顺义举办宠物展，央
求我带他去看看。展馆里有他喜欢
的各种名犬，拍照合影之余，他和
卖家攀谈起来。许多卖家都惊奇哲
哲知道那么多关于狗的知识，聊得
甚欢，临走时还不忘留下联系方
式，以期深入交流。后来，在爬虫
展馆里，他又跟卖蜥蜴的老板大侃
特侃，让我惊讶他积攒的知识简直
就像一座移动图书馆。后来我还带
小家伙去狗场了解狗的繁殖与饲
养，近距离接触萌萌的小狗。

随着阅读的持续深入，我的确
看到哲哲的知识储备迅速提高，对
他有种“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
意思。他非常喜欢电影 《疯狂动物
城》，看了英文版又看国语版。回
来 后 他 告 诉 我 中 文 配 音 不 怎 么
样 ， 而 且 还 出 了 一 个 很 大 的 错
误，把原版里的犰狳译成了穿山
甲，“它们俩不是一种东西，虽
然都能滚成球，但犰狳身上的盾
片跟穿山甲大小不一样，生活的
地区也不一样，穿山甲生活在东
南亚，犰狳生活在南美洲，它们
分别属于不同的科⋯⋯”

许多孩子和哲哲一样，因为动
物小说而爱上阅读，爱上小动物，
因为阅读知识类书籍，喜欢看与动
物有关的文章、纪录片，视野逐渐
打开，心胸逐渐开阔，尝到了阅读
的甜头、钻研的乐趣。在此阶段，
如果父母能引导其用心观察、横向
对比，甚至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去
深入了解，也许能引导孩子从动物
爱好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小专家。

许多人以为，只有成人才能成
为专家，哲哲给我的启示是，专家
不分年龄，而与阅读量、阅读面和
观察力有关。当孩子在浓厚兴趣的
驱使下，愿意从多种角度去了解动
物，他们头脑中的动物知识和对相
关问题的理解，常常令人惊喜。

如果有可能，可以试着和孩子
一起养动物，让孩子近距离了解动
物的习性，不仅能提高其观察力，

也能丰富孩子的情感。在征得妈妈
的同意后，哲哲终于养了一只狗，
并给小狗起名为亮亮。小家伙非常
喜欢亮亮，每天和它一起玩，训练
它遵守规矩。在我的督促下，他还
做实验，做记录，测试亮亮的反应
速度，寻找食物的办法，以及对哪
种食物最感兴趣等。

后来，他还创作了一本 《我和
亮亮》 的图画书，每张画面都经过
了精心设计，具备了图画书的多种
元素，非常有看头，读起来让人发
笑、惊喜和感动。

就像卡尔萨根因为看了科幻片
而爱上探索太空一样，孩子阅读动
物小说，进而喜欢动物，饲养动
物，深入研究动物，知识面越来越
广，未来也许真的成为动物学家。
父母不要小瞧孩子的观察力和创造
力，实际上许多著名野生动物学家
就是从小在阅读和与动物的亲密接
触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积蓄
了浓厚的热情，最终走上科研之路
的。

动物小说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就像“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所
言，每个孩子都喜欢读动物小说，
也许是里面的“动物性”具有一种
原始的动人心魄的力量，感动着孩
子，纠正他们曾经对动物的误解，
也不断给他们惊喜，让他们看见一
个更为宏大、与现实城市生活完全
不同的世界。

“爸爸，你说那么多人写动物
小说，为什么没有人写昆虫小说
呢？”一天，哲哲跟我分享他的发
现，很多动物小说写的都是哺乳
动物，像狗啊、猫啊、马啊、狼
啊什么的，就是很少有昆虫，要
是有 《田鳖，一个与众不同的爸
爸》《虎 甲 的 呼 唤》《蜣 螂 远 征
记》，那该多好啊，会有很多小朋
友喜欢上昆虫。

说实话，这个答案我也不知
道，但我鼓励他未来有机会去尝
试，填补这片空白。某一天，他
也许真的能成为一名昆虫小说作
家，捧着一本带有墨香的新著，出
现在我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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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共读

生活中，人们总习惯于接
受亲人付出的爱并视为常态。
现在有的父母为子女啃老感到
苦恼，却不知孩子若没有对父
母的感恩之心，长大后就很难
有自立的责任心。

中国有句老 话 ，“ 不 当 家
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
恩”，孩子大了最好搬出去独
立生活。与父母一起生活，一
是自己难以走向自立、成熟；
二是难对父母真正感恩；三是
不真正付出，就难以在心底真
正珍惜自己的小家；四是容易

产生边界不清等问题，引发矛
盾，进而影响家庭和睦，影响
孩子身心健康成长；五是让父
母操劳，影响父母晚年的生活
质 量 ， 这 也 是 一 种 不 孝 的 行
为；六是夫妻之间的许多矛盾
和冲突，在夫妻俩的隐私空间
很容易化解，而在父母面前，
就有诸多顾虑和不便，不利于
问题的及时沟通和解决，小矛
盾 积 聚 久 了 就 可 能 引 发 大 冲
突。

况且，距离产生美，子女
天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时，感

受到的可能多是爸爸的琐碎、
妈妈的唠叨。离开父母独立生
活后，父母在子女的眼里，就
成了一处让人思念的风景，一
幅温馨的图画。

一天午休散步时，我的一
位同事烦恼地对我说：“我儿子
毕业后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公
司找到了工作。我们当时只答
应他在家住一年，可现在他住
了近两年了，还没有搬走的意
思。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家吃
饭，我们是按市场价收他的房
租的，让他负责家里的铲雪、

剪草及吸尘等家务。可最近他
非常不主动，要我和他爸爸催
好几次，他才在周末去剪院子
里的草、吸家里的地板。我和
我先生商量了一下，决定下个
月将他赶走。”

听了她的话，我忍不住笑
了。在中国，如果孩子工作后仍
然和父母一起生活，父母通常是
无条件地接纳，而且无偿提供一
切服务，哪里还会收房租啊！于
是我对她说：“他也可以选择不
搬，继续留在你那里。”

听 了 我 的 话 ， 她 认 真 地

说：“他肯定会搬走，我们准备
增加他 30%的房租。我和我先
生都认为，必须让他搬出去独
立生活，不然他将来难以承担
自己小家庭的重任。”

我 这 位 同 事 是 意 大 利 后
裔，平时很喜欢烹饪，经常带
一些自己做的美食到办公室与
我们分享。况且做西餐，多一
个人的饭，工作量并没有明显
增加。听了她的话，我不禁感
叹西方父母对待孩子的理性和
智慧，她和他先生对儿子的做
法，才是真正对孩子有益。

孩子大了要“赶”出去
清柔文竹

家教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