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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力 家 庭 建 设 涵 养 教 育 生 态

家教周刊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3 月 12 日，长沙市明达中
学地理兴趣组的20多名师生来
到浏阳市融园桂花树基地开展
社会实践活动，孩子们的父母
亲也全程参与。在崇山峻岭之
间，家长和学生一起听长沙市
教科院地理教研员刘玉岳老师
现场授课，兴趣盎然地讨论相
关问题。

这是我校开展“家长、老
师和同学共成长”系列活动的
一个缩影。这个系列活动旨在
提供家长、老师和学生共同学
习的平台和机会，让三方保持
密切联系和深入沟通，在相互
交流、相互学习中共同提升、
共同成长，以此提高家庭教育
和学校教育的水平，形成家校
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脚步为亲
家校互动常态化

我校是一所封闭式管理的
民办完全中学，离市区40多公
里，3600多名学生中60%来自
长沙市区，其余的来自其他市
州，有一部分学生家住农村。
为了让空间距离不限制家长对
学校和孩子动态的及时了解，
学校出台了专门的家校联系规
定，要求老师做到家访常态
化。班主任每半个月至少要走
访一名学生家庭，一般任课老
师每个月至少走访一名学生家
庭。学校对老师家访的内容、
意见建议的反馈都做出了细致
规定。

高 56 班班主任金泽波曾多
次被长沙市教育局授予“优秀
班主任”称号。他发现班里一
个姓李的女孩，本来学习很专
心，但有段时间突然情绪低
落，心不在焉。金老师通过家
访调查得知，小李父母长期在
外打工，她跟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与爷爷奶奶感情深厚。可
近来父母亲和爷爷奶奶经常发
生矛盾，让小李非常伤心。了
解情况后，金老师安抚小李的
爷爷奶奶，并打电话给她的爸
爸妈妈，告诉他们对父母的态
度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心情和学
习。这对夫妇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马上与长辈和好，并向女
儿道歉。小李解开了心结，又
回归了原来的学习状态。

清明小长假，学生们放假
回家了，老师们却没有闲着。
他们分片前往湘西、怀化、永
州、郴州、邵阳等相对偏远的
市州，深入到学生家庭，与家
长、学生促膝谈心，报告学生
近段时间的成绩和问题，听取
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意见，探
索下一步家校如何配合以加强
对孩子的引导。老师们的敬业
精神受到了家长们的赞扬。

学校还经常召开家长会，
开展校园开放日活动，邀请家
长到学校各个部门了解学生的
学习、生活细节，参与各个年
级组织的现场听课、家教讲
座、文艺表演、亲子游戏、食
堂体验、座谈会等系列活动。
家长们说，这样的开放日活动
很有意义，学校对家长“毫无
保留”，让他们也更加懂得如何
与学校配合形成教育合力。

家长进校
相互学习制度化

现代家庭教育理念强调成
人与孩子的共同成长，多年
来，我校实施“联生导师制”，
对学生实施“一对一”精细化
管理。每一位联生老师都负有
一项“特殊任务”：向家长既报
忧也报喜，告知学生的优缺
点，引导家长有针对性地加强
学习，有意识地与孩子交流，
对孩子的特长和兴趣形成感应
场，以产生情感“共振”。实践
表明，家长与孩子在共同的学
习中提高了素质，有了更多的
共同语言，也为家长帮助孩子
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同时，学
校还建立了学生与家长对老师
的评价机制体系，以促进老师
学会倾听家长和学生的心声，
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让家长走进课堂，则是我
校老师借力家长的一种探索。
初中部1602班请来家长陈光女
士介绍“茶文化”。“茶，是中
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
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
盛于宋代，是中国文化的一朵
奇葩，芬芳而甘醇⋯⋯”陈女
士将茶文化的历史娓娓道来，

还介绍了茶的分类及制作过
程。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还
进行了茶艺练习。旁听的家长
和老师喝到学生们泡的茶，清
香甘甜，沁人心脾。

把学有所长的家长请进课
堂，弥补了老师知识、技能的
缺憾，丰富了教学内容，培养
了学生多样情趣。工艺师家长
手把手教孩子制作泥塑、丝网
花，医生家长为孩子们传授紧
急情况下如何自救等，都深受
孩子们的欢迎。

专家引路
家教培训系统化

今年 4 月 21 日，中国教育
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
副理事长孙云晓来到我们学
校，向 600 多位家长、老师作
了一场题为“良好习惯缔造健
康人格”的讲座，并就日常生
活中经常碰到的家教问题与现
场听众进行了交流。

把专家请进校园，对家长
进行家庭教育知识传授，是我
校提升家长家庭教育素质的一
项经常性措施。正如孙云晓所
说，家庭教育不应是经验主义
的教育，也不是跟着感觉走的
教育，更不是跟着市场转的教
育，而应该是建立在科学研究
基础上的教育。我校邀请专家
进校作讲座、与专业机构合
作，就是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
的事，尽力把家长培训做得更
加严谨、科学、体系化。

寄宿制学校如何加强家长
对孩子的“陪伴意识”？我校在
校 外 建 立 了 6 个 社 会 实 践 基
地，经常邀请家长参加学生社
会实践活动，有针对性地把实
践活动和课堂知识传授相结
合，请相关专家向家长解读陪
伴的意义、陪伴的方式以及与
孩子相处应该注意的事项，把
亲子活动的效果提升到新的层
次。

4 月初，我校高中部与某
基金会联合举办了“手牵手心连
心”亲子公益活动。有个活动环
节是父母亲被蒙上眼睛，由自
己的孩子牵手穿过一个个人为
的障碍，先到终点者获胜⋯⋯
300 多名学生、家长和老师共
同参与了一整天的游戏节目，
大家始终兴奋不已。现场不少
家长流下了惭愧的泪水，体验
到了“陪伴”在家庭教育中的
重要性。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明达
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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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新

教育内涵发展的关键在于教师。目前
年轻教师数量激增，尤其是各地加大力度
解决大班额问题之后更是如此。以山东为
例，2016年新增近9万名教师编制，相当于
每 13 位教师中就有一位是新的。这些年
轻教师的素质需要全面提高，其中一项容
易被忽视的，就是家校共育的素质。

2010 年以来，山东省教育厅行政推
动，由北京爱加倍关爱家庭中心提供专业
服务，在全省大力开展家校合作，涌现了枣
庄十五中等数百所家校共育领先学校。但
是从全国来看，众多学校在家校共育方面仍
裹足不前，这与某些校长的现代学校制度办
学理念停留在口头上有很大关系，也使得广
大基层教师丧失了增长家校共育本领的机
会。因此，亟待达成共识：教师素质中必须
包括家校共育素质，青年教师要扣好家校共
育的第一颗扣子。

教师的家校共育素质至少应当包括三
个方面：

首先要明白家校共育不是雕虫小技，
而关乎教育的本质特征、关乎家长的教育
权。

不少教师理解的家校共育，基本上就
是每学期开一次家长会，学生出了问题就
去叫家长，学校一年搞一次家长参与的大
型活动。其实从教育法的角度来说，家长
拥有教育原始委托者的身份，家长把教育
权委托给学校，因此每一位教师在教育活
动中都要处理好教育委托者和被委托者的
关系，不负家长的重托。有这样的理念打
底，家校共育就有根基了。

其次，要培养与家长共同打造家校协
作关系的本领。

现在很多教师不敢让家长参与到学校
教育当中来，就是因为没有与家长协作的
本领——既拥有学校教育专业上的自信，
又尊重家长的教育参与权；既善于向家长
宣传学校教育理念和办学方针，又善于向
来自各行各业的家长取长补短；既能够设
计一些学校主导、需要家长配合的家校合
作活动，又能参与家长为主导的家校共育
活动等。

再其次，要习得婚姻关系建造和家庭
教育能力，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和家庭教育。

有的教师在育儿和家庭教育中棋高一
着，夫妻关系和睦，子女成人成才，也有的
教师在育儿和家庭建设方面却是“灯下
黑”。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了解和掌
握家庭建设和家庭教育的特殊规律，是否
能将学校教育的本领转化为自己的特殊优
势，从而建设好自己的家庭，既为自己的事
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也给广大家长做
一个好榜样。

当然，养成教师的家校共育素质不是
一朝一夕的功夫。重要的是，要在青年教
师培训中纳入家校共育的内容。比如北京
爱加倍关爱家庭中心与一批学校共同推动
的优秀青年教师孵化器，就把培育家校合
作育人能力作为孵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青年教师大多没有或者刚刚进入家
庭，提高他们的家校共育素质可以从三个
方面着力：

借助学习和反省，提高对学生成长中
家庭因素的洞察力。了解家庭教育在每个
学生成长中的实际作用，便于在教育中实
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对接。可以通过
案例教学让教师掌握一般规律，并启发青
年教师反省自身成长的经历，以弥补自己
婚姻和育儿经历体验不足的欠缺。

在家校合作平台上形成与家长协作的
能力。学校必须搭建好家校共育的组织平
台，建设班级、年级、校级家委会三层家校
合作组织，让青年教师的家校共育能力尽
快提高。在这样的制度环境当中，年轻教
师能够较快了解家校合作的一般规律，结
合本班特点，在实践中成为家校共育的能
手。例如枣庄十五中年轻班主任孙召斌，
刚开始对于学校开展家校合作有些抵触情
绪，后来转变观念成为家校合作的高手，开
展家长进班助学活动，受到学生和家长的
好评。这样转变观念提升本领的个案，离
开学校全面开展家校合作的氛围是不可想
像的。

在家校携手的氛围中与家长交朋友，
提高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青年教师在强
势家长面前怯场并非罕见，如果学校搭建
了班级家委会这样的平台，教师与家长的
交往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制度和规则基础，
可以有序有度地与家长交往。即使遇到棘
手的问题也不会手忙脚乱，可以有程序、有
规则地交流，层层分析，剥离表象，找到症
结，妥善解决棘手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提高青年教师家校合
作素质，不是把家庭教育指导的任务一股脑
儿加在教师身上。因为家庭教育的主体是家
长，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培训的任务，应当
交给富有公益心和专业水平的专业机构完
成，教师则发挥脚手架的辅助作用。

（鹿永建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
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邓淇系山东枣庄
十五中校长）

青年教师亟待提高
家校共育素质

鹿永建 邓淇

父母控制孩子是因为爱孩
子，但很多孩子仍感觉到父母
和自己之间是投资和被投资的
关系。孩子为什么有这样的感
觉？就是因为父母的行为控制
和心理控制对孩子会产生不同
的影响。

心理学研究表明：心理控
制与行为控制存在本质差异。
心理控制是一种消极的教养方
式，是一种压力式的、侵入式
的教养方式，会让孩子产生心
理压力和内部冲突，产生各种
各样的情绪。而行为控制是一
种积极的教育方式，是一种指
导性的、非侵入式的教育方
式。行为控制让孩子知道边界
和底线，心理控制则损害孩子
的自主感和能力感，从而降低

孩子的自我价值感，使孩子产
生不良反应。

很多心理学研究成果已经
证明了不同父母控制的差异化
影响。在行为方面，心理控制
会降低孩子的自制力，从而产
生不良的网络使用行为，而行
为控制则会增强孩子的自制
力，抑制孩子不良的网络使用
行为。在学习方面，相对于心
理控制，行为控制更能正向提
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在情绪方
面，心理控制会增加孩子的负
面情绪，而行为控制会减少孩
子的负面情绪。

总之，无论是学习方面、
情绪方面还是行为方面，父母
的心理控制都对孩子有着消极
的影响，而行为控制则更多的

是积极影响。
不仅如此，一项长达 8 年

的心理学追踪研究还发现，父
母早期对孩子的心理控制，不
仅会影响孩子的恋爱关系，甚
至能影响孩子成年后的婚姻关
系。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父
母的心理控制都会导致孩子的
一些不良反应，而行为控制会
导致孩子的积极反应，这里存
在着跨文化的一致性。但不同
的是，中国父母的心理控制更
多、行为控制更少。

我们所做的研究发现，美
国孩子年龄越大，父母的心理
控制越少，他们的幸福感越
强；中国的孩子随着年龄增
加，幸福感反而会降低。特别
是到了青春期，可能孩子有反

抗了，父母的管理更严格。很
多家长认为孩子的叛逆和反抗
一定不好，孩子顺从听话就一
定是好的，但研究发现并非如
此。

青 春 期 孩 子 最 重 要 的 任
务，是探讨“我是谁”“我将成
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最重要的
工作就是要自我探索，然后达
成自我同一性。青春期有恰当
的叛逆和一定的反抗行为，孩
子的创造力会更高。同时，顺
从性过高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
绪和行为问题会更多。

所以，父母不能仅仅希望
孩子听话，或者认为听话的孩
子就是好的，而要看你要孩子
听的话，有没有真正为孩子内
心所接纳。

不同控制对孩子有不同影响

既然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
对孩子的影响差别如此之大，
那父母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做呢？

父母首先要区分看待孩子
的行为和个人，即接纳的是孩
子个人，但对孩子的行为有一
些要求。因为孩子的行为发生
是短暂的、有情境背景的，而
孩子个人是整体的、全面的。
你可以对孩子说“你忘了把今
天用的画具带到学校，下次晚
上睡觉前最好自己检查一遍”，
而不要说“你怎么总是丢三落
四”。在父母无条件地接纳孩子
时，特别要满足孩子的情感需
要。在生活中少说“只要”“只
有”“如果”等句式，少说“把
玩具收拾好，听话的孩子妈妈
才喜欢”“你再不去写作业，妈

妈就不要你了”。
此外，在无条件爱孩子的

同时，更要让孩子能够有明辨
是非的能力。在教育孩子的过
程中可以跟孩子商讨，让孩子
参与制订自己的行为规则，最
后达成明确、具体的行为要
求，这样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和
执行规则。父母还要关注孩子
的反馈，要科学解读孩子行为
背后的心理需求，以逐渐培养
孩子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优
良品质。

不少家长苦恼孩子常常有
阳奉阴违的表现，答应好好读
书学习，却在房间玩手机；在
家里讲礼貌，在学校却像“小
老虎”。实际上，这种阳奉阴违
的现象在青春期非常普遍，是

孩子反抗家长的一种形式。我
们原来总觉得孩子反抗家长的
行为是冲突式的，其实阳奉阴
违也是青春期孩子反抗家长的
另外一种方式。

这 种 阳 奉 阴 违 的 反 抗 方
式，一定程度上是由父母的心
理控制引起的。父母都是爱孩
子的，所以对孩子有责任，有
行为要求；只有智慧地爱孩
子，父母才不会让孩子感觉亲
子之间是投资与被投资的关
系。当孩子开始“你说你的、
我做我的”，父母就要反省自己
是不是过度控制孩子了？对孩
子的要求是怎么提出来的？这
个要求有没有被孩子真正接
纳？有没有让孩子参与规则的
制定⋯⋯

家 庭 教 育 涉 及 心 理 学 理
论、脑科学、教育学、社会
学、生理学，是一门综合性交
叉学科。研究者、指导者和实
践者要共同行走在家庭教育科
学化的路上。父母要读懂孩子
的身心发育特点，家庭教育指
导者要提高自身专业素养，研
究者要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
积极传播科学研究成果，政府
和有关部门要增加对家庭教育
本土化研究的基金项目支持，
让家庭教育真正走出经验、走
向科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
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本文
摘编自作者在首届新家庭教育
文化节上的演讲，已经作者本
人审定）

父母应适度增加行为控制、减少心理控制

父母控制是最坏的教育吗
边玉芳

热点聚焦

家校合作家校合作

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不一
样，对孩子的要求也不一样。有
的家庭可能有非常多的规矩和
要求，有的可能只有一些简单的
要求。有的父母严格要求“十个
不准”，孩子做不到就每天挨骂；
有的孩子是被放养长大的，却成
为学霸，获得“成功”。所以，不
可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父母控
制，要学会区分父母控制的两种
类型及不同影响。

在心理学研究中，父母控
制指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加以约
束和管理，是一种让孩子听从
父母要求的教育方式，这一点
跟大众的理解没有区别。但父

母控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心
理控制，指父母采用控制性、
操纵性的方式入侵孩子的内心
世界，抑制孩子的心理自主，
迫使孩子顺从父母的要求；另
外一种是行为控制，父母通过
询问监督、设立规则等方式获
取子女行为、活动等方面的信
息，以管理约束孩子的行为。
二者的结果表面上都以控制约
束孩子作为控制的条件，但实
际上孩子的感受因父母采取的
教育方式和做法而有很大的区
别。

心 理 控 制 一 般 有 三 种 方
式：爱的收回、引发内疚和权

威专断。其中，爱的收回是指
父母用爱和情感胁迫孩子，如
果孩子做不到，就收回对他的
爱、关心和照顾。比如“你不
听话，妈妈就不爱你了”“你
不按照爸爸妈妈说的去做，以
后就不管你”。引发内疚是指
父母通过指出孩子的表现令自
己担心、丢脸、失望、伤心，从而
引发孩子对自己的内疚感，迫
使孩子顺从自己的要求。比如

“你的表现让我太失望了”“我
们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你不
好好学习对得起我们吗”。权
威专断就是父母通过树立自己
的绝对权威，要求孩子按照父

母的意志去做，“我说不行就
不行”“我都是为了你好，按
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行为控制是通过了解信息
达到行为约束，主要是父母在
主动了解孩子情况的基础上对
孩子的行为做出适当的指导和
约束，告诉孩子具体的底线和
边界。例如“最近的学习怎么
样？这个周末你打算怎么安
排？”“放学回家要先做完作业
再看电视”“9 点之前要上床睡
觉”等。总之，约束行为是为了
孩子更好地成长，父母对孩子
一定是要有要求的，没有要求
也是溺爱孩子的一种表现。

父母控制有两种类型

今天，家庭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家长也面临
前所未有的困惑。许多家长加入了很多群，同一个问题能听
到不同的观点，不知道该相信谁。有的家长模仿哈佛女孩、
耶鲁男孩的家教模式，效果却不好，对孩子考试第一名就奖
励一个奖品这种做法是否合理也缺乏自信⋯⋯可见很多家庭
教育还停留在复制一些成功个案的经验上，家庭教育的成效
标准相对比较单一，比较短视，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

以父母控制为例，很多人以为控制就意味着专制、权
威、规则，而这个时代我们更希望民主、平等、自由。最近
在微信朋友圈有篇刷屏的“深度好文”叫作 《控制是最坏的
教育》。但到底什么是控制？有控制的教育是否就是坏的教
育？需要进一步的科学解释。很多时候因为没有统一的科学
概念，没有研究成果的支撑，对问题没有一个普遍的结论和
标准，也就缺乏对话与交流的基础。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戴上红领巾，“重当”小学生。近日，成都市泡桐树小学邀请一年级学生家长体验“泡泡娃”在学校的一天。爸爸妈妈在班主
任老师指导下学习欢快童谣，体验小学生学校生活。 蒲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