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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父母的心目中，懂事几乎就
是好孩子的代名词，代表了孝顺、成熟、
体贴、高情商⋯⋯常听很多父母对四五
岁的孩子说：“你是哥哥啊，要懂事一点，
多照顾一下弟弟才对。”批评孩子时也会
说：“都十来岁了还这么不懂事，爸妈工
作这么辛苦，不帮忙也就算了，自己的学
习还搞不好。”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小时候
健康快乐、听话懂事，长大后学有所成、
阳光自信。这些当然都是优秀品质，但
孩子的心智成熟是循序渐进的，培养任
何好品质都需要按照孩子的成长规律，
科学智慧地加以引导和开发。

人类少儿时代的情感和情商发展遵
循这样一个规律：必然先建立起“自我价
值”和“自我意识”，充分体验和拥有了高
自尊和安全感之后，才会由己及人，以同
理心关注到身边其他人的感受、情绪和需
要。这是一个由内而外自然呈现的过程，
而不是父母用说教和要求灌输而成的。

父母如果不了解这一成长规律，或者
没有创造出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自然
发展这一品质，却一味急于让他们变得
听话懂事、善解人意，反而会适得其反。
孩子外在看上去或许非常体贴孝顺，甚
至情商很高，但他们的内心却有所欠缺。

我们身边这样的孩子其实并不少
见。在一次父母成长的学习课堂中，我
就遇到过一个“过于懂事”的孩子，其背
后的原生家庭令在座的学员唏嘘不已。

这个三十来岁的女士是两个孩子的妈
妈，关于自己的原生家庭，她说：“我小时候
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爸爸在外面做生意，每
天回家就是吃个饭，吃完就出去打牌赌博
了，很少陪我们做什么，连话都很少和我们
说。我们从小都是跟着妈妈长大的。在我
的记忆中，小时候晚上妈妈会陪我们唱儿
歌或者写作业，但是爸爸都在外面打牌，基
本不过问我们的事情⋯⋯”

老师问她：“你父母之间的关系好吗？”
她回答：“不好，他们经常吵架。每

次吵架我们都是站在妈妈一边的，因为
觉得妈妈是弱者，我们想保护妈妈。”

老师又问：“你自己现在的家庭怎么
样？你和你丈夫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她说：“也不好，也是吵吵闹闹的。
因为当时我周围的女孩子二十来岁就嫁
人了，我都 26 岁了还没结婚，我妈就托
人帮我介绍，后来我就结婚了。”

问：“你爱你的丈夫吗？”
答：“不爱。”（她回答得毫不迟疑。）
问：“那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答：“因为我年龄那么大了。我妈说

她走到外面人家都会说闲话。所以当时
我考虑到妈妈带我们姊妹三个长大太不
容易，不想再给她压力，就结婚了。”

问：“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不想让父
母太操心，被人说闲话，是吗？”

答：“是的。”
听到这里，台下的听众不约而同地

发出一声叹息⋯⋯谁会想到在这个女人
身上，“懂事”二字的背后是这样满含辛
酸的委屈、痛苦甚至自暴自弃。

作为父母，我们当然希望孩子小时候
孝顺懂事，长大了懂得感恩。但如果这份
体贴和感恩是出于愧疚、怜悯和同情，那
他就会为这份愧疚埋单，为这份同情妥协
自己的人生选择。就像这个嫁给自己不
爱的男人的女孩子，不惜轻易地预支了自
己的未来去缓解母亲的忧虑，却不知道自
己的“孝顺”开启了一场悲剧。

这样的事例令人警醒。为人父母对
孩子最大的爱就是给他一个和睦快乐的
家，父母要相亲相爱、共同完成教育孩
子的责任，任何一方的缺席都会让整个
家庭的关系失衡、让孩子缺失相应的心
理营养。一个不被父亲认可的男孩子
会容易退缩、胆小、蔑视权威或者唯唯
诺诺；一个不被父亲认可的女孩子会争
强好胜、自我价值低、容易早恋、容易变
成女汉子。所以，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
物不是名贵的玩具或者锦衣玉食，而是
互相之间的相亲相爱和对孩子共同的
关心培养。

作为孩子最初也是一生的导师，父
母要以身作则，不能依赖或者依附任何
人，更不要变成孩子面前的“祥林嫂”，要
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努力活出精彩，
绽放自己的独特价值。祥林嫂式的父母
会让孩子学会怨天尤人，失去自主自强
的能力；还会让父母在孩子眼中变成弱
者，孩子出于本能的爱想要去保护父母，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正当需求或理想，
去顺从或讨好父母。

父母不要用懂事去过分要求孩子，
孩子心中健康而正面的感恩，是出于对
父母为人格局的敬佩、对父母处世方式
的认同、对父母为家操劳的感念，还有对
父母悉心栽培的感激。只有这样的感
恩，才能像阳光一样温暖着孩子的心，才
能让孩子成长为最好的自己。

警惕孩子
过于“懂事”

张力

物质条件优越的孩子为什么会跳楼自尽？才
艺俱佳的学生为什么会杀人？成绩优秀的孩子为
什么会出走？为什么那么多孩子的学业、职业、
人际和情感总是出问题？

因为每个孩子的成长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因

为人类生命成长充满了危机，成长的危机始终伴
随孩子的生命过程。

家长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成功应对危机的
力量，用教育应对儿童生命成长中面临的危机，
用教育跑赢危机。

教育跑赢危机
赵石屏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本
该阳光朝气的金色少年，怎
么会对同学那样地肆意凌
辱，他们内心的邪恶是从哪
里来的？这些让人惊心动魄
的邪恶，就是根植于生命中
的危机。无论“人性本恶”
还是“苟不教性乃迁”，人
的物质生命有着无穷无尽的
欲望，而现实社会绝不可能
悉数满足，这就注定人类始
终面临着最深刻的冲突和强
大的破坏力。

汤因比认为，人性是大
自然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所
知最少并最难控制的领域，

人性包含的亲社会或反社会
的力量，都远比我们了解的
更有威力；所以，人类的全
部制度、文化，都是用来对
抗这种来自人性自身的反社
会的破坏力，以保证人类社
会生存的可持续。

与人欲对抗是非常困难
的，就如孔子所言“从善如
登，从恶如崩”。中国传统
文化用什么来对抗这种危机
呢？用教育化成天下，用高
度的人伦秩序遏制人的原始
欲望，培育强大的精神力量
升华欲望：浩然正气、闻鸡
起舞、修齐治平⋯⋯中华文

明的伟大之处就是成功应对
了危机，持续五千余年延绵
不绝至今。如果没有教化、
教育的力量，危机小则毁灭
个人、家庭，大到家族乃至
国家。

另一种危机，来自人自
我发展的困境。有心理学家
将 人 的 生 命 分 为 八 个 阶
段，每个阶段都存在需要
克服的危机，如儿童在小
学 阶 段 需 要 培 养 “ 勤 奋
感”，克服儿童自我发展的

“自卑感”这一危机，如果
未能克服自卑，将持续威胁
以后的成长阶段，例如马

加爵的疯狂和毁灭就根源
于 自 卑 。 到 了 12- 20 岁 ，
对自我发展的评价，就不
只 靠 父 母 或 教 师 的 评 价 ，
而要力图整合自己的能力、
条件，与自己的理想、信仰
相统一，如果感觉不能，就
会有内心的混乱。如果不能
克服混乱，这些危机在孩子
将 来 的 学 业 、 职 业 、 人
际、情感中，就是潜在的
威胁，轻则不能顺利完成
学业、进入职场、不能好
好与人共处、处理不好情
感、婚恋，重则出大问题。

要重视生命成长中的危机

家教主张
一位亲戚看我儿子哲哲这么爱

读动物小说，感到很疑惑：读动物小
说有什么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
帮助找到好工作，还不如做一些算术
题来得实在。多做题，至少将来考试
时有帮助，没准能升入一个好学校。

的确，动物小说不能给孩子直
接的分数，也不会帮助孩子拥有一
些特长。但爱读动物小说的孩子，
对大自然及生活在大自然的生灵更
感兴趣，对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充
满向往。在西顿、黑鹤的动物小说
中，固然也有悲剧式的结尾让人悲
恸，但诸如 《小战马》《黑狗哈拉诺
亥》 等，却让动物回归大自然或找
到主人，让人看到光明和美好。

我曾经问哲哲，读动物小说给他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小家伙告诉我，
得到不少乐子，学到不少知识，最重
要的是明白了人类与动物其实是互
相依赖的关系，人类保护大自然就是
在保护自己。可见动物小说很像一
面镜子，讲的是动物故事，折射的却
是人类故事，让人明白人类与动物、
自然有着一种美妙的平衡。对自然
和动物一无所知或肆意掠夺的做法，
往往使人类遭受厄运。

美国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写
过一篇小说《好鼠兔》。鼠兔泽仁一
家生活在美丽的高原上，它们善良而
勤劳，不仅自己住，也会好心收留碰
到坏天气的苍蝇和遇到麻烦的山
雀。但泽仁的邻居是懒惰的牧民扎
西，他在草地上养了太多的羊，使草
地变得很糟糕。无知的扎西将过错
全都推到了鼠兔身上，还打算用毒药
杀死鼠兔，却不知鼠兔在为他改造土
地，恢复被破坏的自然生态⋯⋯

从这种角度看，动物小说是很好
的德育教材，给孩子留下无穷的想
象，还让他们愈加喜爱动物、关心动
物，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动物的习性、
衍变和现状，变成一个内心良善、十
分有爱的人。更重要的是，动物小说
读得多了，孩子会更具有同理心。

去年夏天，北京下了一场透雨。
哲哲发现很多蚯蚓在地上，虽然急着
上学，他还是停下来，把蚯蚓捡起来扔
到花坛里，还对我说：“爸爸，你知道
吗，土壤里的水分多了，蚯蚓就待不住
了，所以爬了出来。但等到中午，太阳
出来一暴晒，蚯蚓一定会死的。蚯蚓
是益虫，给土壤松土，它们的粪便对植
物来说也是很好的养分，所以咱们得
保护它。”没走出多远，哲哲又叫停，原
来他担心蚯蚓挂在花坛里的花枝上也
会被晒死，于是又跑回花坛找到蚯蚓
埋在土里，才安心去上学。

伟大的童书都有重塑人心、催人
向善的力量，引领孩子无形中具有勇
敢、担当、善良、无私等品质，而动物
小说由于把动物视为地球的居民，将
之置于应有的地位，更引人反思人类
的行为，对生命产生敬畏之情，对生
活更加珍惜，进而意识到要保护好自
然环境，与动物和睦相处，而不是为
了人类的私利而破坏自然生态。

这一点，在阅读推广人孙慧阳那
里也得到验证。她常年在一所学校
的一个班级做阅读推广。其中一个
班级读了大量童书，尤其是动物小
说。几年下来，爱读书的班级学生每
到恶劣天气，都会很自觉地去保护小

动物，如给小昆虫搭建避风挡雨的地
方，为小动物早早安家。而没有养成
阅读习惯班级的孩子，常常做出玩弄
小动物、用之取乐的行为。

乔治·夏勒曾说过，人类怎么对
待动物，动物也将怎么对待人类；人
类如何利用自然，也决定着人类和自
然最终的命运。动物小说乃至动物
知识类书籍的阅读，能铺开一条通往
未来的路，像查尔斯·达尔文、法布
尔、珍妮·古道尔、乔治·夏勒等，就是
从小喜欢阅读动物小说，喜欢和小昆
虫、小动物做朋友，最终成为闻名世
界的动物学家、野生动物保护专家，
为营造自然生态做出了很多贡献。

在亲子共读的过程中，父母也
可以试着和孩子一起创编一些动物
故事，鼓励孩子写写自己喜欢的动
物，打开想象力去创作一些好玩的
故事。哲哲后来喜欢上一种叫大田
鳖的昆虫，一次，他的语文老师布置
作文写一次好玩的野外游玩经历，
他就以 《三捉大田鳖》 为题，把大
田鳖的外貌、特点、习性等融入到
故事中，非常好读，富有情趣。

“童年的故事犹如银光闪闪的星
星，数也数不尽，相信你也有很多有趣
的经历。下面我就给你讲讲我和大田
鳖的故事。那是我10岁那年的暑假，
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江西婺源玩。在一
个风景区里，走着走着，只听头顶上传
来马达一样轰隆隆的噪音。我抬头仔
细一看，天啊，是大田鳖⋯⋯”

我喜欢这个故事，更喜欢这个开
头。字里行间，我能体会到他快乐的
童年，与田野生灵一样，都在自由自
在、全情投入地享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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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勇

亲子共读

曾 有 家 长 很 自 信 地 表
示，“我们家的孩子怎么也
不会坏到哪里去”，结果孩
子触犯刑律锒铛入狱，可见
家长完全缺乏危机意识。其
实觉察危机并不难，当孩子
表现出“自己的欲望要立即
得到满足”时，家长教导孩
子学习克制欲望、遵守社会
规则，就是用教育对抗危
机，用教育去跑赢危机。如
果孩子已经是中学生、大学
生，在学习评优、与人相
处、物质需要、恋爱婚姻等
方面，只考虑自己的个人需
求，不能立即得到满足就冲
动甚至情绪失控，家长就要
知道危机就已经占据了主导
地位，必须予以矫正。

有的大学生因与同学冲
突，或女友提出分手，就杀
人或者自杀，让危机彻底毁
了生命。追溯这些案例，可
以发现家长对危机一无所
知，家庭几乎没有给过孩子
对抗危机、跑赢危机的教
育。

危机很多时候可能被掩
盖，比如读书成绩优秀的孩
子上了好大学，并不等于危
机因此自动消失。例如林浩
森读到复旦大学了，自我发
展中的邪恶却膨胀到无以复
加，看不惯同学就要毒杀
掉，这绝不是短时间积累起
来的邪恶，危机的根源在儿
童时代，只是被成绩好掩盖
罢了。

所以，家庭教育不能无
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危机，
只强调孩子的权利、孩子的
意愿，让孩子做他们想做的
事情——对孩子的成长危机
一无所知，非常危险！家庭
教育一定要有危机意识，一
定要对孩子的欲望加以限
制，一定要对孩子说“不可
以”，才能成功对抗危机，
用教育跑赢危机。

家 庭 教 育 要 高 度 重 视
“养正”，用孟子所说的浩然
正气去抵挡物欲的破坏力，
用强大的精神世界去对抗人
欲泛滥，“以义抗利”，君子
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
利之分，泾渭分明。“蒙以
养正，圣功也”，正就是心

正、身正，浩然正气就是舍
生取义、不辱使命，金戈铁
马、气吞万里如虎；就是学
无止境、闻鸡起舞，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就是以修齐
治平、天下为己任；就是发
愤忘食、乐以忘忧，就是勤
奋、吃苦、忍耐。儿童的精
神世界强大起来，才能从根
本上对抗人欲带来的危机。

缺少精神营养的教育，
无法培养起强大的精神力
量。对当前充斥社会的价
值 物 化 倾 向 、 娱 乐 化 倾
向 ， 家 长 要 有 清 醒 的 意
识，要给孩子提供尽可能
充分的精神营养、精神空
间，保证孩子的精神发育
健康向上。

家庭教育要有危机意识

用教育对抗危机、跑赢
危机，家长的教育权威必不
可少。因为原始欲望的破坏
力很强大，不依靠强有力的
教育决断，很难引导孩子，
很难遏制欲望泛滥，很难实
现制衡。如果没有教育权
威，让孩子随心所欲地成
长，不懂规矩、不懂约束、不
懂责任，得不到成长的榜样
示范，失败的风险将大大增
加，是很危险的。很多研究
表明，权威型的教育方式才
是效果最理想的教育方式。

有的家长生怕孩子不高
兴，孩子一哭闹就轻易放弃
权威，甚至苦苦央告、哄着诓

着，不讲是非，放弃原则，顺
着孩子不断许愿，结果孩子
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都成
问题，不仅不明是非，还生出
加倍的自我中心，为所欲为，
致使危机更为深重。

要给孩子立规矩，让孩
子懂得社会是有规矩的，家
有家规、国有国法，这些规则
是必须要服从的。规矩与自
我中心绝不相容，全世界各
种文化都有各自的规则。基
督教的“十诫”，佛教的“不
可”，中国的弟子规，名门望
族的家训、家礼、家规、家法，
核心都是规则。例如钱氏家
训，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

四个方面给后代立规矩：心
术不可得罪于天地，不见利
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临财
不可不廉介等。

幼学壮行，儿童少年时
期的责任是读书学习，长大
及壮年 （30岁） 就要承担成
人的责任。所以，让孩子好
好学习谋生技能、长大担起
责任，也是对抗危机、跑赢
危机的一条正道。

一 个 人 做 自 己 特 别 擅
长、喜欢做的职业，就愿意
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也会做
得特别有社会成就，这会成
就感能持续不断地促使良好
的职业行为。父母要了解孩

子、发现孩子在智力方面、
非智力方面的长处，才能不
违天资，找到最适合孩子发
挥长处的职业。稳定的职业
能够调动人积极向上的能
量，正向能量越大，遏制危
机的力量就越大。

危机是成长中的潜在威
胁，也是生命的磨砺。家长
的责任是教孩子学会节制自
己的欲望，优化孩子的自我
发展，用家庭教育跑赢危
机，和孩子共同面对惊心动
魄的生命历程。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
教授，重庆市家庭教育专委
会理事长）

家长要有教育权威

1

2

3

“家庭教育解决不好，学校教育
就很无力，家教的缺位能让学校多
年的努力‘一夜回到解放前’。”孟
夏摇了摇头，接着说，“教在学校、
育在家庭，家校合作太重要了!”

日前，北京市朝阳区“学家史
寻家训 传家风”教育工作启动会在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召
开，孟夏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启动会
后，他和朝阳区教委德育科科长乔春
江等人在会议室讨论接下来的方案。

这是一个为期一年的德育项目，
计划在朝阳区24个实验校开展家风
主题德育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将抽象
的家风家训家史落实到日常德育中。

大家认为，开展家风活动的重
要性毋庸置疑。谈到活动形式，乔
春江和孟夏也觉得没有问题：主题
班会、万条家训、家史手册、老照
片老物件的故事、纪录片、文艺演
出、征文⋯⋯可以展现主题并让孩
子乐在其中的方式很多。

几个相关负责人边说边记录，
研讨会、实验校自主出方案、专家
培训——一条条都列上了日程。但
问题是，这是一个特别需要家长合
作的项目，如何让家长理解并积极
地投入其中？

孟夏提出，不仅要给校长、班
主任培训，也得对家长进行培训，
而且一定要针对性强：“别搞得太

‘高大上’，要接地气，否则家长不
明白、不理解，可能就会抱怨。”

乔春江接着说：“没错，得让家

长有兴趣，任务也要定得合情合
理。”他举例说，有的地方让小学三
年级的学生自己糊风筝，学生根本
完不成，最后爹妈在家糊了一整
天，“这就成负担了，对孩子成长也
没有帮助”。

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持的北京思
源智通科技有限公司团队也在现
场，负责人李根柱说：“召集家长可
能也是个问题，除了集中培训之
外，我们还可以在微信群里搞几次
专家培训，对家长直播。”

孟夏点点头：“对，让家长自己在
群里互动是最有用的方法，你们家父
辈有什么故事啊，我们家有什么好传
统啊，大家一讨论，兴趣就上来了。”

启动会当天，学生家长杜娟作
为老红军后代，与在座24个实验校
的校长及朝阳区15个学区的中小学
德育牵头人分享了自己家“艰苦奋
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家
训。孩子在寻找家风的过程中，懂
得了家训，也逐渐学会了关心他
人、艰苦朴素，这让杜娟很欣慰。

“其实调动好了，家长是很有积
极性的。”乔春江说，“很多时候家
长的兴趣来自于看到孩子的成长。”

他以北苑中学为例说，学校从
初一开始组建民乐团，很多孩子是
打工子弟，父母没有接触过民乐，

“但是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能拉一
支曲子的时候，特高兴、特自豪，
看到孩子有点滴的成长，家长当然
就支持了”。

“用孩子的成长来调动家长”
本报记者 唐琪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山东威海高新技术开发区二小
第二届亲子越野赛在风雪中开跑。

田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