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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家教周刊 父母课堂 请扫描关注“家庭教育之声”·

众所周知，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在婴幼儿正式进入学
龄期前，家庭是他们各方面发展
的主要场所，父母是他们主要的
影响者，在婴幼儿成长过程中扮
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婴幼儿时
期是各种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在
这一阶段父母对婴幼儿大脑、认
知、情绪等方面的发展会产生深
远的影响，所以父母要重视育儿
压力对孩子的影响，包括对执行
功能的影响。

幼儿执行功能，是指幼儿对
自己思想和行为进行有意识控制
的心理能力。执行功能也称为认
知控制，是自我调节机制的一部
分，包括一系列技能，如情绪情
感的控制、问题解决能力、抵制
干扰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执行功能发展良好的孩子拥
有更持久的注意力，将来能更快
地投入到课堂教学环境中，对课
堂知识的记忆能力更强，且更善
于管理自己的情绪、善于运用分
析等方法解决人际问题，更好地
参与到与他人的合作学习中。

影响孩子执行功能发展的因
素有很多，在学龄前阶段，父母
的育儿压力及互动行为，对孩子
执行功能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
响，尤其要重视亲子互动对孩子
执行功能的影响。

适当压力提高能力

俗话说，有压力才有动力。
站在心理学的角度上，这句话有
其存在的道理，因为根据心理学
上的“压力—绩效”模型，适度的
压力可以激发个体的潜能。

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感
到压力，多半是对自己的育儿能力
不足或得不到丰富的社会资源的
支持而表现出的焦虑和不安，是一

种情绪体验和状态。然而，这种体
验和状态并不会持久存在，它会随
着父母育儿知识的增加、育儿能力
的提高而逐渐降低，甚至消失。

有研究表明，适度的育儿压
力与育儿成效呈正相关。也就是
说，压力越大，育儿成效越显
著。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父母，
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育儿压力
能够激发他们的育儿潜能，并从
中体会到育儿的成就感和乐趣。

另外，父母感到育儿有压力
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压力源于
承担，大多数年轻父母在育儿过
程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育儿压力
感。这是因为他们正在努力承担

为人父母的角色，他们也想主动
融入孩子的教育中去，这说明父
母的育儿意识在进步。这不仅能
提高父母的育儿能力，强化父母
与孩子间的亲子关系，也减少了
隔代教养带来的育儿问题。

事实上，许多初为人父人母
的年轻家长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育
儿压力。所以，有压力并不可
怕，适当的育儿压力能够帮助父
母更快地适应其家长角色，实现
自我成长，但要警惕压力过大。

警惕压力负面影响

父母的育儿压力要保持一个

“度”。如果育儿压力过大，父母
在育儿过程中就会暴露出许多负
面情绪，甚至出现一些不当的育
儿行为。

第一，父母的育儿压力会通过
影响他们的情绪，进而影响孩子。

皮质醇是肾上腺里一种主要
的应激激素，它能影响孩子的认
知能力和记忆功能。在正常情况
下，机体能很好地控制皮质醇的
分泌和含量，但它易受压力、营
养、睡眠质量等因素的影响。一
旦机体的皮质醇含量长期超过正
常水平，就会对孩子认知等发展
造成负面影响。

父母育儿压力过大，在照料

孩子的事情上难免会有所分心，
容易导致父母忽视或遗漏孩子在
饮食、睡眠、认知发展等各方面
的细节。营养摄入不足或睡眠质
量差不仅影响大脑功能区的发
育，也会使皮质醇的分泌紊乱。

父母的育儿压力会使他们的
精神过于紧张，精神紧张状态
下，父母会变得暴躁、易怒。而
这种负面情绪会直接传递给孩
子，孩子处于父母消极情绪的笼
罩下，情绪长期受到压抑而无法
宣泄，皮质醇的分泌也会随之发
生变化。孩子不仅无法从父母那
里学习如何管理情绪，还有可能
学习模仿错误的做法，这于孩子
的情绪认知发展极具危害。

第二，父母的育儿压力会影
响父母的育儿行为。

父母长期感到育儿压力过
大，在育儿过程中使用惩罚、责
骂等消极行为的可能性就更大，
孩子会表现出畏缩、懦弱、不自
信，或出现两极化性格，孩子也
有可能会模仿，变得既内敛又具
攻击性。

父母的育儿压力过大，会导
致他们在与孩子相处过程中表现
出分心、注意力不集中或缺乏耐
心等，或对孩子的需求不予回
应，甚至忽略，极大地挫伤了孩
子的认知积极性。孩子的小脑袋
中总装着“十万个为什么”，如
果父母对孩子的提问和需求不予
回应或马虎应付，孩子得不到父
母有效的回应，久而久之，他们
爱好发问的天性被慢慢磨灭，不
利于孩子个性和认知的发展。

正视压力平衡适度

父母的育儿压力既有积极的
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父母长
期的育儿压力既不利于自身的心

理健康，也会导致孩子出现过分
压抑、失落等消极情绪，对其认
知和社会性发展极其不利。

父母要警惕育儿压力对孩子
执行功能的负面影响，要学会评
估自己的育儿压力，能正确感知
目前的压力是否“适度”，避免
出现压力的两极化。父母的育儿
压力过小，对孩子的发展放任自
流，这于孩子各方面能力的发展
也是极不利的。

父母要控制育儿压力对心态
的影响，尽量避免将自己由育儿
压力引发的消极情绪传递给孩
子，更不能将抚养孩子的压力归
因于孩子身上。

父母要学会以恰当的方式调
节内心的育儿压力，将压力转变
为动力。父母要善于寻求身边人
的帮助，如向长辈、邻居、朋友
等讨教育儿经验，增强自己的育
儿信心；父母还要多多阅读育儿
书籍、杂志、报纸等，丰富自己
的育儿知识，提高育儿能力。

有时候,父母的育儿压力往
往与自己不切实际的育儿期望有
关，这多是因为父母不了解孩子
的身心发展特点，高估孩子的发
展水平，而当孩子无法达到自己
的育儿期望时，父母就会对自己
的育儿能力产生怀疑，由此引发
育儿压力的失衡。

减轻诸如此类的育儿压力，
父母一要认识到孩子的发展具有
阶段性，任何违背孩子发展规律
的拔苗助长的行为都不利于其身
体、认知等的发展。二要尽可能
多地与孩子交流、互动，了解孩
子的发展能力。不排除个别孩子
在某些方面的确比同龄孩子发展
得好，父母可以适当提高自己的
育儿期望，但要循序渐进。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当心育儿压力的负面影响
李雪莹 吕莹莹

大视野大视野

微言微言

中央台有一期 《挑战不可能》 中，
美国小男孩泰特斯挑战的项目是从 9 米
高空90秒内向地面篮筐投入9个球。挑
战结束，他却只投进 8 个球，不能不令
人惋惜。但令我吃惊的情境却出现在后
面：当投篮结束，泰特斯回到地面，泰
特期的母亲走上台来，主持人告诉她，
由于孩子年纪小，考虑到孩子的自尊
心，没有直接告诉孩子挑战失败的结
果，让她选择合适的时间再告诉孩子。
泰特斯母亲走到孩子身边，蹲下身子，
抚摸着他，亲切地问：“你尽全力了
吗？”“你开心吗？”5 岁的小泰特斯激
动而兴奋地点着头：“尽力了”“开
心”，一点也没有挑战不成功那种灰心
失望的表情。

泰特斯的母亲关注的是孩子在挑战
活动过程中是否尽了全力，在挑战过程
中的感受是否开心快乐，而不是关注挑
战的结果。而在我们日常的教育活动
中，有多少家长只是在关注孩子参与活
动的结果，而根本没有关注孩子在活动
中是否尽了全力，是否开心。

这不同的关注，体现出了中西方家
庭教育文化的差异。西方家长注重从小
培养孩子的主动精神、尽责意识和热爱
生活的品质，瞄准的是孩子的终身发
展，是在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而我
们从小过分强调竞争，强调结果，而对
孩子终身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主动精神、
尽责意识和热爱生活的品质却视而不
见。这也难怪现在的很多孩子觉得生活
没有乐趣、人生没有奔头，学习上、生
活上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的现象频频出
现，甚至还有小小年纪自杀这种极端的
悲剧发生。

对于 5 岁的孩子来说，胜负并没有
那么重要，他能快乐地享受童年就是最
好的事。对于更多的孩子来说，胜负也
不重要，从小培养孩子的主动精神、尽
责意识和热爱生活的品质才更加重要。

（作者单位：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
中心小学校）

尽全力就好
开心最重要

周祖勇

CFP 供图

东北大学始建于 1923 年，是一所
具有近百年历史和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
学校，也是国家首批“211 工程”和

“985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东北大学
秦皇岛分校坐落于有“中国夏都”美誉
的秦皇岛市，前身为 1976 年 1 月冶金工
业部门筹建的“七·二一大学”，1980
年 5 月发展为冶金地质进修学院，1982
年 9 月更名为“秦皇岛冶金地质职工大
学”。1987 年 6 月，经国家教育部门与
冶金工业部门批准，东北工学院接收秦
皇岛冶金地质职工大学，成立“东北工
学院秦皇岛分院”。1993 年 3 月，随东
北大学复名，更名为“东北大学秦皇岛
分校”。学校作为东北大学的组成部
分，承担“211 工程”“985 工程”重点
建设项目。

学校以培养“厚基础、强专业、重
实践、求创新”为特征的创新性人才为
目标，着力加强本科教育，不断深化教
学改革，积极搭建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
提升平台，扎实推进“三育人”工程，
逐步建立起了面向国家战略需要和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育人体系。

2003 年，学校在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本科专业开展了“3+1”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试点工作。通过优化课程体系
和知识、能力结构，深化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改革，使学生在前 3 学年内完成
专业所必需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学
习。在第 4 学年，根据学生自身的业务
发展方向，在教师指导下，学生通过参
加社会实践、进入实验室、开展专题培
训、加入教师科研课题组等方式，强化
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和专业能力训练，
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完成毕
业设计 （论文） 工作。此项改革试点工
作，获得了良好效果。2006 年开始，
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工作基础上，
学校对所有本科专业的课程结构体系、
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进行了系统性梳
理、分析、调整和重构，构建了“四位
一体两翼”（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
业平台、专业模块课程群四位一体，素
质教育、实践训练课程群为两翼） 的课
程体系，突出了实践教学环节。即：经
管文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总学分
比例不少于 15%，理工类专业不少于
25%。提前 6 年达到了 2012 年教育部门
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
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的实践教学学分比
例标准。在全校各个本科专业，全面实

施了“3 + 1”人才培养模式。2009 年
起，为进一步完善“3+1”人才培养模
式，学校取消了传统暑假制度，在大四
学年实施了三学期制，建立了大学生就
业休假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学生全年
传统的休假时间，有效地解决了高校学
生大四课程教学、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论文） 与国内大学生人才市场就业在
时间上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
突出了“3+1”人才培养模式中“1”的
作用，提高了本科生毕业设计质量，强
化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促进了学生向专业个性化和多样化发
展，实现了学校专业培养和学生毕业就
业之间的有机对接，增强了学生在就业
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未来职业的适应力。

“3+1”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一
方面确保了人才培养的基本规格和人的
全面发展共性要求，体现了学校“厚基
础”的培养目标，另一方面，专业课程
学习以及大四学年较长时间的集中专业
实践及工程与科研训练，满足了学生专
业个性发展的需要，实现了本科人才培
养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保证了“强专
业、重实践、求创新”培养目标的实
现。

三十春秋栉风沐雨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特色发展纪实

白山黑水铸就百年东大，长城脚下孕育
青春东秦。伴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踏着
科学发展的铿锵步伐，在东北大学的直接领
导下，已经走过30年风雨历程的东北大学秦
皇岛分校，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开放式、多学
科协调发展的特色鲜明的大学。

回望过去，学校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
己任，以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为导向，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以加强高水平
队伍建设和提升科学研究能力为先导，以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为动力，以加强党建和思想
政治工作为保证，进一步充实内涵、强化特
色、创新发展，在办学条件、办学规模、人
才培养质量及内涵建设上均取得了长足进步。

展望未来，全球化发展趋势为推动学校
国际化办学提供了历史机遇，“双一流”建设
也给学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学
校将按照“加强内涵、办出特色、提高水
平、科学发展”的工作思路，求真务实,开拓
创新，推动学校发展实现新的历史跨越。

2017 年7月，东北大学与秦皇岛市
政府部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在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交流、探索开展城
市建设合作、共建秦皇岛分校等方面开
展全面战略合作。作为战略合作的纽
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将在科学技术
转移、国际化办学、科学教育与普及、
高端人才基地和高端文化基地建设等方
面重点发力，为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培养急需人才、提供技术支持，作出

更大的贡献。
一 路 风 雨 ， 一 路 征 程 。 从 无 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三十年的
艰苦奋斗发展史，造就了东北大学秦
皇岛分校全校上下不畏艰难、拼搏奋
进的品格和精神。秉承“自强不息，
知行合一”的校训精神，发扬“爱国
爱校，严谨治学”的光荣传统，东北
大学秦皇岛分校在燕赵大地生根发
芽、落地开花、快速成长。

面向未来，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将全面贯彻东北大学的办学思想，秉
承“同一家园、同一梦想、一同奋
斗、一同分享”的理念，坚持以学科
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
队伍建设为根本，以科学研究为支
撑，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砥
砺前行、振奋精神，朝着建成与东北
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高水
平特色校区目标稳步前进。

高校作为人才的“第一资源集聚
区”，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发源
地。学校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
心，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目
的，认真研究制定切合学校实际的人
才培养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将人才
培养放在重要建设任务和战略发展的
高度，奋力构建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
教学体系、服务体系、保障体系，营
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激发学生的
创新创业热情，在推动大学生创业实
践的同时，走出了一条创新创业教育
特色之路。

为真正落实学校人才培养中“具
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的培养目标，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对创新型人才的要求，学校以

“激发创造思维、提高创新能力、培
养创业精神”为指引，不断加强教
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意识和能力建
设，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在全体
教 师 中 传 播 ； 开 设 了 “ 创 业 基 础 ”

“KAB 创业基础”等创业教育通识课
程 ， 搭 建 了 创 新 训 练 和 实 践 平 台 ，
建立了学生创业活动基地，设立了

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构建了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体系，大力开展创新
创业实践活动，通过课堂教育、课
外实践、竞赛检验、创业指导等方
式，强化师生创新创业意识，打造创
新创业平台，推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向纵深方向发展。

同时，学校成立了东北大学秦皇
岛分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构建了

“五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包含
创新创业教育、训练、实践、保障、
评价五个模块，各模块功能明确，互
相关联，互相支撑，是开展全方位的
创新创业教育和不断增强学生的创新
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基
本保证。

学校每年在科技创新方面，给予
政策、资金、场地、服务等各方面的
大力支持。近三年来，东北大学秦皇
岛分校学生在国际、国内等各类创新
创业竞赛中获国家级别及以上奖励 808
项，总计 1570 人次，省级奖励 2203
项，总计 4142 人次；完成大学生科技
创新基金项目 350 项，学生申请专利

（或软件著作权） 243 个，通过科技创

新基金项目发表论文 161 篇。学校拥
有 8000 平方米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基
地，供一万名在校生使用，目前已有
20 余支学生团队入驻开展孵化。学校
每年投入专项支持基金 300 多万元，
并设立学生科技创新奖学金。此外，
学校还为每个团队配备了专业的指导
老师，将教师指导学生的创新创业成
果纳入业绩考核。

三十年的办学实践和探索中，学
校按照东北大学的整体规划，结合分
校的实际和办学基础，坚持以人为
本，突出办学特色，提升综合实力，
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建立科
学的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学校内涵式
发展，提升学校的整体水平，学校的
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明显提高。

多年来，学校培育了大批优秀学
子，输送了大量具有较高创新创业
能力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综
合型人才。他们在各个领域中干事
创业、开拓进取，以杰出的表现成
为了一张张“形象名片”，不断扩大
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学校赢
得了声誉。

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打造创新创业特色教育

谱写未来教育发展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