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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帅 绘

很多家长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以学钢琴为例，孩子一开始对弹钢
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家长支持孩
子的兴趣，安排孩子去学钢琴；然
而，一个月后，孩子对钢琴突然“没
兴趣了”，提出不想再学了。这个时
候，家长该怎么办呢？

首先，家长要分析孩子为什么
突然“没兴趣了”。儿童一开始对弹
钢琴本身感兴趣，是一种直接兴趣，
其弹钢琴的过程就是目的。而在进
一步的学习中，儿童不再满足于使
钢琴发出声音，想要弹出优美动人
的钢琴曲，这就需要经过不断地练
习才能达到目的，直接兴趣变成了
间接兴趣，困难也随之产生。一些
儿童畏惧困难，不愿意付出努力，就

表现出“没兴趣了”。
其次，家长要正确理解兴趣与

努力的关系。一些家长认为要“尊
重儿童的兴趣”，顺应孩子的要求放
弃努力。在这种放任的方式下，儿
童很可能陷入“萌生兴趣”与“丧失
兴趣”的恶性循环中。兴趣成了没
有地位的短暂的活动，对儿童的生
长无益。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努力就
是迎头赶上，强迫孩子不顾一切地
去克服困难。这种盲目的努力反倒
会加剧儿童“没兴趣”的状态，对儿
童发展也无助益。事实上，兴趣和
努力不是对立的，是可以统一在儿
童直接兴趣转化为间接兴趣的过
程中的。家长应该引导儿童回溯
兴趣、做出选择，或者付出努力、增

强兴趣。其中的关键是，激发儿童
的自主选择。

再其次，通过价值澄清引导儿
童自主选择。在儿童面对困难想要
放弃弹钢琴时，家长应与儿童进行
教育对话，引导儿童重新思考自己
学习弹钢琴的行为，使儿童对自己
的兴趣产生清醒深刻的认识，使他
们的兴趣从感性、模糊的自发状态
变为理性的自觉状态。例如，儿童
要考虑：“我一开始为什么要学钢
琴？是我自己想要学的吗？”“弹钢

琴这件事值得我花这么多时间吗？”
“我为什么想要放弃？真的不感兴
趣了吗？”“如果放弃，我会后悔吗？”

“如果继续学，我能不能坚持下去？”
在对话过程中，家长在尊重儿

童意见的同时，还应引导儿童审慎
考虑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例如，在
儿童选择放弃时，家长可以追问：

“你为了战胜困难做出过最大的努
力吗？”“真的一点也不想弹出动人
的钢琴曲了吗？”

价值澄清后，儿童仍然没有冲
动去学习钢琴，那就说明这不是儿
童“真正的兴趣”。家长再让儿童继
续学习便是勉强，学钢琴便成了外

在于儿童的事情，强制的方法会使
儿童外在符合要求而内在抗拒，儿
童自然也不会获得生长与发展。

如果儿童最终选择努力克服困
难，坚持学习，家长也不能高枕无
忧，而应该更加密切地关注儿童的
学习过程与状态，帮助儿童选择适
宜的方法及时有效地克服学习困
难。兴趣是儿童生长迫切需要的主
客观统一的活动。在主观意愿强烈
的情况下，外在学习条件、环境与活
动安排就显得格外重要。

学不学钢琴是教育对话要决定
的，而渗透在教育对话中的是儿童
的自我负责与管理。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

孩子“没兴趣了”怎么办
冯婉桢 姜丽云

身处信息飞速增长的时代，成
人总是忍不住加快自己的各种脚
步，走路的脚步、吃饭的脚步、工作
的脚步⋯⋯还有，培养孩子的脚
步。目前，各种各样的冠以“国际连
锁”“全球知名”的幼儿早教机构层
出不穷。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花费大量的金钱
和时间，把孩子送去思维训练馆、儿
童培训中心、儿童生活馆、儿童潜能
开发中心等各类早教机构“深造”，
从英语到计算机，从美术到钢琴无
一放过。

早教“抢跑”是否真的那么神
奇，能够让孩子变得聪明，可以提高
孩子的学业成就？可以说近些年来
关于早教权威性的理论支撑，都和
脑科学研究结果密切相关。但是，
家长需要知道的是，这些科学研究
的初衷是大脑发育，并不是专门为
早教进行的研究，因此，更多的时
候，是这些研究成果被早教机构过
度解读甚至是误读了。

3岁不能定终身，孩
子教育勿贪早

很多早教机构都会用一张人类
大脑皮层神经元突触数量发展进程
的图片，作为他们的宣传照。在这
张图片中，新生儿神经元突触的密
度是非常稀疏的，等到了两岁，神经
元突触的密度则达到了一个高峰。
下面的宣传语通常是：0—3岁是孩
子早期教育的关键时期，孩子早期
的学习能力最强，他们在0—3岁时
必须不断得到刺激，以强化他们的
学习能力，促进其发展。于是家长
也就坚定地认为：如果不在孩子3岁

之前用“学习”来填满他的大脑，那
么他的潜能在未来就不能尽情发
挥。

但事实并非如此。脑科学研究
者发现，神经元突触的增多仅仅是
大脑结构的发展，而并非功能的发
展。神经元突触的密度高和功能高
没有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大脑神
经元突触的高密度是因为孩子的大
脑发育还不完善，这些高密度的

“线”在明确了各自的功能和位置
后，就会逐渐稀疏，这是大脑功能
发育的过程。现在临床上已经证
明，很多学习障碍的孩子和老年痴
呆症患者，他们的神经元突触非常
密集，这是大脑筛选无力造成的。

此外，美国和瑞典的神经科学
家在1998年已经证实，成年人的
大脑内也存在新生神经元，人在一
生中都可以产生新的神经元，大脑
终身都具有可塑性。正如哈佛医学
院一位发展神经生物学家所言，

“并没有任何一个神经生物学家说
0—3岁是最重要的学习时间，这
里发生了逻辑上的断章取义”。所
以说，人的大脑发育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并不存在什么起跑线，孩子
的生命进程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
马拉松式的渐进过程。

其实，早教的概念起源于西
方，特指早期养育和教育。它包含
的范围很广，除了感觉统合、身体
运动、社会交往、艺术和语言的刺
激外，还包括良好的生活习惯、思
维习惯、观察习惯、记忆习惯等的
养成。美国幼儿教育协会把早期教
育特别强调为5个方面的内容，即
社会、情感、审美、智力和语言发
展。但在我国，有很多家长受“不

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观念的误
导，以为“早教早教”就是“早一点
教”。

环境刺激要适度，
良性互动更重要

很多早教机构为了自身的商业
利益，打出“如果从孩子出生的第三
天开始教育，就已晚了两天”“让你
的孩子从0岁起快乐学习，胜人一
筹”等旗号，对孩子进行超前教育。
他们除了宣扬“早”的好处，还会宣
扬机构提供了丰富的环境。

关于得出丰富的环境能够刺激
大脑发育结论的实验是这样的：把
小白鼠分成三组进行实验。第一组:
实验人员让小白鼠吃了就睡、醒了
就吃，不提任何要求，让它们自然生
长。第二组:实验人员在让小白鼠吃
了就睡、醒了就吃的基础上，增加一
项单一的训练活动，如踩脚踏车。
第三组:实验人员在让小白鼠吃了就
睡、醒了就吃的基础上，提供丰富多
彩的活动。结果发现:第一组小白鼠
的神经系统发展比第二组好;第二组
小白鼠的神经系统发展最差；第三
组小白鼠的神经系统发展最好。

关于这个实验，家长应该认识
到两点，首先，它的初衷只是研究大
脑发育，并不是要把这个结果用在
早期教育中。其次，孩子也并不可
能像小白鼠一样生活在第一组和第
二组的环境中，可以说孩子即使生
活在最平凡的环境中，对于他们来
说也已经是丰富的环境了。那些过
于富有刺激性、过于新奇复杂的环
境，反而会使孩子不知所措，不但不
能引起孩子的兴趣，还容易导致孩

子的恐惧和退缩。
美国曾经做过一个大规模的科

研调查，调查了全国的671个幼儿
园的2439名儿童，希望研究幼儿园
环境质量与儿童学习、语言和社交
能力发展的关系。其中包括教师是
否专业、教师和孩子的数量比、教
材、环境设备、相关医疗健康服务、
食品、家庭服务和师幼互动等。追
踪研究了一年，结果发现，只有“师
幼互动”的质量是唯一一个影响了
儿童认知、情感和行为发展的因
素。这样的互动指的是自然平凡的
互动，而不是刻意的互动。所以说，
孩子更需要的环境是与参与他生活
的人有良好互动的环境，这样的人
指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稳定可靠的
照顾者，是家长或者幼儿园教师。

目前市面上的一些早教机构，
教师来源复杂，且没有第三方对其
专业性进行监督与考核，因此他们
是否具有和孩子进行良好互动的能
力有待商榷。

大脑左右不分家，
平衡发展是根本

此外，现在早教中还有一些号
称专门擅长右脑开发的机构，他们
宣称“右脑决定实力”“右脑潜能无
限”“右脑开发人生赢家”。他们认
为：大脑左右两半球以不同的方式
进行思维，左脑长于语言描述、数字
计算、逻辑思维等抽象思维；右脑长
于音乐欣赏、形象思维、三维空间认
知等具体思维。左脑是理性的脑、
知识的脑，右脑是感性的脑、创造的
脑。人类长期以来主要运用左脑进
行思维，孩子若想成功，必须进行右

脑开发，以提高记忆力和智商。
婴儿时期的确是大脑开发的最

佳时期，但是大脑的开发却是不分
左右的。研究者通过功能性磁共振
成像技术、脑磁图描记术等已证实：
虽然两个脑半球的功能存在着不对
称性，但并不是分开来运行的，大脑
在工作时，许多任务的完成需要不
同脑区的共同参与，而不是只由一
个脑区来完成。也就是说，孩子的
大脑对外界环境的刺激是共同作用
的，孩子在思考、处事、判断、思维和
语言应用的时候，都是协调了左右
脑共同完成的。因此，并不存在专
门开发左脑和右脑的方法，左脑和
右脑开发也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
题，左右脑需要协调平衡发展。

其实，早期教育的核心在于培
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对事物的好奇
心、良好的行为习惯、丰富的情感和
对周围人文与自然环境的正确态
度，而不是给孩子灌输各种知识或
者培养某项技能，这样反而会降低
孩子的可塑性。家长盲目攀比，花
大价钱让孩子进入早教机构学习，
在让普通家庭经济负担增大的同
时，也很容易让家长对早教效果产
生过高的期望，这种压力一旦转嫁
到幼小的孩子身上，不仅不能起到
开发孩子潜能的作用，反而会让孩
子厌学、亲子关系变差。

所以，家长在选择早教机构的
时候，应仔细考察其基本的理念和
科学基础，甄别其从业人员的专业
程度，从对脑科学的误读中回归自
然，切勿被早教机构华丽的宣传外
衣所迷惑。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学前
与初等教育学院）

谁家的“脑科学”让孩子“抢跑”
但菲 王小溪

深度关注

成长话题

有一个古老的问题：“假
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毁，你
的财产被抢光，你还能剩下什
么？”犹太母亲这样引导她的
孩子：“不是金钱，也不是钻
石，而是智慧。”历史上，犹
太人不断遭受迫害，被迫流浪
世界。他们深知金钱、钻石等
身外之物随时都有可能失去，
唯有智慧是任何人也带不走
的。人只要活着，智慧就会永
远跟着他。

即便我们不名一文，即便
我们失去了记忆，人类的智慧
依然可以部分地以习惯、性格
（习惯是构成性格的主要成
分） 的方式保留在我们的身
上。

父母的智慧

读小学一年级的粥粥最近
很不开心，因为她发现一贯聪
慧的自己在课堂上竟然跟不上
老师的进度。反观班里的其他
小朋友，老师的上一句话还没
讲完，他们就可以快速地接上
下一句，仿佛汉语拼音和十以
内加减法对他们来说再容易不
过！粥粥坦率地向妈妈倾诉自
己的苦恼。妈妈和她一起调查
并分析了原因。原来粥粥班上
的很多同学在幼儿园时就已经
提前学习了一年级的内容，而
粥粥的幼儿园却侧重于培养小
朋友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性格，
没有提前教授一年级的学习内
容。

妈妈告诉粥粥不用担心，
暂时跟不上老师的进度并不是
她的错。妈妈觉得粥粥目前缺
少的只是一点新知识，这可以
通过学习来快速获得，而她自
幼养成的良好习惯和性格却不
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到的，这才
是更重要的特质。这些特质会
引领粥粥更加乐观地、坚韧地
迎接未来的各种挑战。

不得不说，粥粥妈妈是有
大智慧的。对于0—6岁的孩
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培养其良
好的性格，而不是培养认知技
能。有这么一个成长链条：积
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
命。行为的多次重复会成为习
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影响
命运。有远见的父母会发现，
原来子女多年后的命运取决于
儿时父母是否给予了良好的行
为引导，是否帮助他形成了可
以获得智慧的性格。当幼儿处
于蒙昧阶段时，如果没有对其
进行性格养正教育，使之“陷
入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
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
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
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髓
伐毛，必不能胜”。如果孩子
长大成人后才想要纠偏性格，
将会付出数倍努力，却事倍功
半，甚至无功而返。

性格是构建人生大厦的柱
梁，只有柱梁稳健，才有大厦
的坚挺！培养幼儿良好的性
格，是其今后适应生活变化、
抵抗重大变故、保持心理平衡
的关键。

仁爱是一种智慧

有一个孩子，独自站在旷
野中大声喊叫：“喂！喂！”引
起了回声：“喂！喂！”他又
喊：“你是谁？”回声答道：

“你是谁？”他又尖声大叫：
“你是笨蛋！”山上立刻传来
“你是笨蛋”的回声。孩子十
分愤怒，对着小山骂起来，小
山仍旧毫不客气地回敬他。孩

子气冲冲地回家告诉了母亲。
母亲对他说：“你不妨试试恭
恭敬敬地对它说话。”孩子回
到旷野中，大喊：“对不起，
我错了！”回声也说：“对不
起，我错了！”孩子开心地
说：“那我们做朋友吧！”回声
也说：“那我们做朋友吧！”

人与自我、与他人、与大
自然之间，都如这山谷的回
音。当你进行了某种行为，
必定会对自己、他人和自然
产生某种影响。好的行为产
生好的影响，坏的行为产生
坏的影响。只有当一个人懂
得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时
候，他的身心、人际关系才
会和谐友好、充满温情，而
这是他幸福的基本保证之一，
是一种人生智慧。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观念，从人从二，就表明了

“仁”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每
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
中，“仁爱”是处理社会关系
的不二准则。尊重人类自然情
感的发展规律，从爱自己、爱
亲人开始，扩而充之，到爱他
人、爱万物。仁爱意识的养
成，有助于幼儿很好地处理与
自我、与亲人、与朋友、与自
然界的关系，将为他一生的发
展奠定基础。仁爱应该是每个
幼儿必修的智慧课程。

专注是一种智慧

专注让人身心愉悦。
曾经有人向马祖禅师请教

如何修行，马祖禅师答：“饥
来吃饭，困来眠。”这个人很
奇怪，其他人不都是这样做的
吗，难道大家都在修行？

马祖回答说：“不是的。
有的人吃饭的时候想着睡觉，
睡觉的时候想着吃饭。而我，
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
觉，所以不一样。”

王阳明曾经依此典故写过
一首诗：“饥来吃饭倦来眠，
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
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

简单来说，就是专注眼前
的事情，不要胡思乱想。心理
学家证明，如果一个人能够专
注于某件事，身心就会处于和
谐的安稳中，很容易引发一种
超然舒缓的愉悦感。

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
代，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并在较长时间内凝聚注意力关
注这一话题，一次只将精力放
在一个话题上，摒弃其他话
题的诱惑，是一种需要培养
的能力，也是一种修行。“目
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
而聪⋯⋯故君子结于一也。”
对于幼儿来说，能自觉地将
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等
感官集中到某一事物上，达
到认识事物的目的，这是一
切学习的开始，是孩子应具
备的最基本的克制冲动、自我
约束的能力。

许多观察和实验都表明，
幼儿智力的发展与他们的专注
力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注意力
集中、稳定的孩子，智力发展较
好；而注意力不集中，不稳定的
孩子，则智力发展较差。同时，
幼儿专注力的发展不仅影响幼
儿智力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幼
儿对新知识的接受效果。

仁爱、专注智慧的获得，
良好性格的培养，并非一朝一
夕，它需要的是润物细无声的
滋润，需要整个社会、家庭与
幼儿园互相配合。

帮幼儿形成可以
获得智慧的性格

赵先德 马会兰

成长智慧

近日，山东省高密市李家营幼
儿园开展了“快乐采摘节”活动。
幼儿在教师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
来到小农场，动手采摘秋熟的小葫
芦、冬枣、花生等，在亲近大自然
中体验收获的快乐。

孙世杰 李海涛 供图

采摘多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