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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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主张

未来迎面而至
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本报记者 黄文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20
年是将一个婴儿培养成社会人
的时期，20 年后也是对家庭
教育成果进行考核、验收的节
点。最近，在“京津冀家庭教
育大家谈——推进早期家庭教
育的思考与路径”论坛上，发
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心
理学会原理事长张侃提醒家
长，“为了孩子的 20 年后”，
要做对三件事，让孩子面对世
界的万千变化仍保持着一定的
竞争力。

保持好奇心和浓厚兴趣

科学界常说“孩子和青少
年是天然的科学家”。科学精神
就是带着浓厚兴趣探索未知世
界的精神。张侃说，这种精神
孩子天生就有，只是在成长的
过程中容易被父母扼杀——

“别乱问”“别乱动”等，很可
能是儿童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

“杀手”。
孔子讲，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可见，学习本身虽然是
一件比较艰苦的事，但就是有
一些人热爱学习。奥秘就在于
他对新的东西永远保持着好奇
心，有浓厚的兴趣和意愿去探
索，并因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
收到良好反馈而更加主动。可
见，“学而不厌”是建立在孩子
对新鲜事物有浓厚兴趣基础上
的。

如果总是不等孩子好奇和
探索，就早早将各种知识强行

“灌输”给他们，孩子的好奇
心就得不到滋养，兴趣很容易
被磨灭。等孩子长大后，可能
最讨厌的就是学习，也讨厌接
触 新 的 东 西 ， 真 的 变 成 了

“厌”。这样的孩子在未知和变
化的世界中也可能会最早被淘
汰。

张侃强调，推进早期家庭
教育，是希望父母早点意识到
要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和兴
趣，而不是让孩子早早会数
数、多认字。

和一切所学的知识比起
来，只有好奇心和浓厚的兴
趣，才能和 20 年后的未来衔
接起来，才是保证孩子在巨变
中仍有不断的探索精神，依然
具备竞争力的核心素养。

培养延迟满足能力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关
于延迟满足的实验：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心
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和研
究人员找来数十名儿童，让他
们每个人单独待在一个只有一
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小房间
里，桌子上的托盘里有孩子们
爱吃的食物——棉花糖、曲奇
或是饼干棒。研究人员告诉孩
子们，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
但是如果等研究人员回来时再
吃，就可以得到更多棉花糖作
为奖励。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
成功地克制了自己吃棉花糖的
欲望，差不多坚持了 15 分钟
左右的时间，等到研究人员回
来兑现了奖励。

1981 年，离实验开始的
20 世纪 60 年代过去了差不多
20 年，米歇尔通过对参加过
实验的孩子的追踪调查发现，
凡是能实现延迟满足的孩子，
成绩更好，成年后更加成功。
在张侃看来，延迟满足能力不
是一种纯粹的忍耐力，还是一
种权衡能力和判断能力的体
现：懂得并能判断出通过付出
一定的代价能获取更大的利
益，由延迟满足能力延展出来
的选择力、判断力和权衡能力
更重要。

这个世界虽然变化很快，
但给每个人的选择也越来越
多，如何权衡和判断，如何取
舍，如何正确地预见未来，对
每个人来讲才是更大、更新的
挑战，也是未来时代要拼的竞
争力。所以，培养孩子延迟满
足的能力，不要将孩子放在被
动的位置上去管控和学会忍
耐，而是要让孩子逐渐发展出
掌控自我的能力，依靠自己不
断提升的判断力去实现自控。

增强心理弹性

心理健康其实不是内心无
限度地强大，而是让内心富有
弹性。这样才能保证一个人在
遇到挫折时转向另一个方向和
策略，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
是硬碰硬或者一下子崩盘。

增强心理弹性，可以先从
情绪管理开始。没有孩子不哭
不闹的，但是如何在情绪爆发
时越来越懂得平复心情，则需

要父母进行引导。正确的引导
不是压制孩子的情绪，而是让
孩子在宣泄情绪之后，了解什
么样的宣泄方式无效，怎样做
更好，自己学会渐渐改进。

在学会处理情绪的过程
中，孩子也就学会了抗压——
因为人处在逆境时，主要需要
抗衡和转化的是情绪带来的巨
大波动和伤害。能够抗压，心
理弹性指数就会不断提升。能
够消化掉不良情绪的侵入，人
格才会保持完整。

对个体而言，未来时代会
是逆境多于顺境。谁的心理更
有弹性，谁就能坚持到最后不
被淘汰，并且勇于创新、勇于
尝试。

母亲是孩子竞争力的根源

目前无论是从国与国之间
的关系上看，还是从世界一体
化经济发展的模式上看，都存
在着相当大的变数和变革。据
说 20 年之后有 47%的职业要
消失。

要想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
孩子，母亲就要做好上面所说
的几件事，因为母亲是孩子最
重要的人。张侃认为，对家庭
教育而言，从政策上要先研究
怎么解放母亲。“解放”即对
处于目前状态下的女性所承担
的职业压力和养育压力的解
放。比如母亲可以自由地选择
要不要成为在家带孩子的全职
妈妈，自由地选择最有利于孩
子成长的生活方式。还包括能
不能获得更多的育儿支持和科
学育儿指导。张侃开玩笑地
说：“如果母亲能提高养育效
率，能培养出 20 年后仍有竞
争力的孩子，那么家庭教育工
作者们可就轻松多了。”

解放母亲、支持母亲，也
许比告诉母亲如何教育孩子更
重要。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
要解放年轻女性、解放女童。
当女性自身有更好的发展、成
长为更好的女性、对婚姻有更
好的选择时，就会孕育出更好
的后代，后代也就会更好地成
长。

张侃还提到，家庭教育当
然也要承载传承知识、传授技
能和传承文明的功能，但是家
庭教育的本质，甚至是教育的
本质，是要把眼光放到未来的
20 年 后 ， 为 20 年 后 培 养 孩
子。

（作者单位：《父母必读》
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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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要面对的未来到底
是什么样？”著名儿童心理专家
兰海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同时
展现了三组数据。第一组是
20 和 47%。牛津大学教授得
出来的结论是，现在的工作
20 年之后有 47%会消失，即
近一半的人会失业。第二个数
字是 65%。20 年以后可能有
65%的工作岗位都是现在我们
并不知道的。如果你的孩子现
在 6 岁，20 年以后他要面对的
是这样的一个世界环境。第三
组数据是 45%和 55%。意为每
个人进入职场工作的时候，实
际上使用到或者被评价的综合

能力当中，只有 45%源自学校
学习的那些可用标准化方法测
试出来的结果；而 55%源自我
们身上所拥有的其他的基础能
力，包括独立思考的能力、沟
通表达的能力、自我认知的能
力。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
究学者、北京掌上国学院创始
人、《道德经》 研究专家杨鹏
说：“数千年未有的变革在我们
面前发生，这次变革将超过此
前所有变革的总和，我们的孩
子将进入完全不同的世界。这
是 AI （人工智能） 带来的，这
对教育形成很大的压力。”在未

来二三十年，孩子面对的是什
么样的状态，我们今天能不能
提前准备好，这涉及对AI到来
的理解。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替代了
人的身体，比如原来使用人
力、畜力拖车，后来出现的汽
车替代了肢体，将肢体能力延
伸了。原来的教育是将孩子培
养成工程师，去制造这些替代
人类身体的工具。工业革命把
蓝领工人边缘化了，AI 到来最
大的问题是把普通的知识劳动
者边缘化了，也就是一切可以
重复的知识、一切可以预期的
行动，人赶不上机器人。

“对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判
断”眼看着开始消失了。今天的
教育基本上还是让孩子记旧的知
识、运用旧的知识，全部在学机
器人干的事。当机器人进入深层
领域，他们的能力赶不上机器人
的时候，就会像当年马被汽车替
换掉一样。这是人类最大的课
题，我们的教育似乎没有准备
好。

可能有许许多多的职业在
20 年之后消失。面对人工智能
的挑战，当我们知道成绩已经
不重要了，甚至很多的学科都
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最核
心的教育到底是什么？

人工智能的挑战远超预期

杨鹏认为，在这样的背景
下来看教育，只有机器人干不
过人的地方人才可能有“生”。
机器人是被人创造的，只有创
造力才能让人超越机器人。

拿围棋机器人来说，阿尔
法狗学了人类已有的所有棋
谱，而人记不住这么多棋谱，
因此它赢了。阿尔法狗的升级
版阿尔法Zero根本不看人类的
棋谱，告诉它围棋的规则后，
它自己跟自己下，每下一盘总
结一次。阿尔法Zero三天之内
下了 490 万盘棋，自己总结出
一套经验规律。它的围棋知识
是自己总结出来的。然后阿尔
法Zero和阿尔法狗对弈，一百
比零，完胜熟记人类几百万个
棋谱的阿尔法狗。机器人自己
开始创造出知识了，而人类的

经验归零，非常可怕。
现在的孩子长大时正好是

机器人全面来临的时代，人类
绝大多数行为都是按照原有的
知识行动，这方面机器人都比
人做得好。我们是把孩子变成
阿尔法Zero还是阿尔法狗？我
们是要孩子记这么多经验还是
让他们自己发现知识？

社会将进入物质产品极大
丰富的特殊时期，以后的竞争
不是生存问题，不是拥有多少
财富的问题，而是你是不是有
贡献的人。我们国家原来靠劳
动力的比较优势在世界上占得
一席之地，现在没有创造力的
人渐渐被淘汰。或者说，以后
分成创造人和娱乐人这两种，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是让
孩子成为只会娱乐的人还是有

尊严能创造的人，是今天教育
要回答的最大的问题。

古往今来，无论外部世界如
何变化，速度发展多么快，人的
内核却没有什么改变。“我相信
过去 500 年强大的人到了今天
一样强大。因为改变的不过是
一种方式、一种载体，就像过去
我们用书籍承载信息，而现在用
互联网、用 APP 去承载，更换的
永远是一种承载的方式，不变的
是文化、是价值观。但是我们却
忽略了这点，拼命地让孩子去学
那些过气的东西，忘了我们每一
个家庭、每一个人要从内核去看
待外界变化。”兰海说。

在各国被众多家长推崇的
《游戏力》 一书的作者劳伦斯·
科恩认为，让人最尊敬的人是
那些能够创造产业、创造就业

岗位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
的火车会走哪一个方向，生命
中所有的活动，最重要的就是
创新的能力，还有面对不确定
的未来能够灵活应对的能力。

“我想人工智能不能完全替代人
类的情感，替代人类所特有的
游戏的能力，当然会替代一部
分。我们要教育孩子要有创
新，要有创造力。”

《如何说宝贝才会听》 的作
者之一乔安娜·法伯说：“说到
很多职业未来都会消失，不管未
来的职业是什么，都需要有一批
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具备思辨
力、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如
果我们仅仅关注他们是不是听
话、他们的考试成绩如何，不关
注他们的创造力，其实我们并
没有为孩子做好准备。”

创造力是最重要的竞争力

“未来人会越来越聪明，是
因为我们从过去获得智慧，引导
我们走向未来。”乔安娜·法伯
说。几百年前没有手机，那时候
人们在干什么？以往的智慧告
诉我们，孩子们需要会创造，这
是千百年来不变的主题。我们
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所以从过
去的智慧当中要汲取的是创新、
和谐的内容，这些因素能够帮助
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

《如何说宝贝才会听》 的另
一位作者茱莉·金认为，未来
所有的变化带来的影响是，我
们要很好地学习与他人合作和
交往，不应该仅仅只是学习知

识。而应该更好地跟他人交
往。当出现问题和冲突的时
候，能够更好地通过合作解决
冲突，这点很重要。

兰海说：“我希望孩子首先
对自己要有认识，一定要知道我
想要什么，我的理想是什么，我
擅长什么，我遇到事情时会有什
么样的反应；第二是需要对人生
有思考，我到底想有一个什么样
的人生，我应该怎么做；第三是
对家庭有责任、对社会有贡献、
对世界有态度。”

兰海说：“我曾问几个初中
生，你们学的很多东西在未来
要被淘汰了，你们怎么看？他

们说淘汰这么多，就更要学习
来面对未来世界的变化。我说
那你们怎么做？我们要通过学
习不同的载体，让自己有更积
极的方式来应对，我们要有更
坚强的内心，人生就是充满了
意外和不可期遇。”孩子尚且这
样想，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是
不是想好了？

现在的教育怎么样，实际
上预示了将来一个国家的人力
资源质量。在担心未来会是什
么样之前，人们更应该担心的
是教育的今天是什么样，因为
今天培养的人，将会直接和一
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每一

个人都应该思考，我们都在做
什么？我们的父母都在做什么？

世界变化这么快，只有和
人性本身关联最紧密的东西才
不会被替代，不会被淘汰的一
定是学习能力最强的人。正如
乔安娜·法伯所说，孩子永远
按你做的去做，而不是按你说
的去做。基于这一点，说到孩
子未来的能力，就先从我们自
己做起，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
有创造力，能够与人合作、与
自然和谐相处，学会思考，孩
子才可能如我们所愿。重要的
是，我们不要用过去的眼界来
养育要面向未来的孩子。

学习能力强才不会被淘汰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家长们时常对教育感到迷
茫：我们当下对孩子的教育是否适应未来社会的发
展。近日青豆书坊举办了题为“面向未来，孩子需要
真正的成长”的中美教育高端论坛，其间，专家们就

“当下教育如何迎接明天的变化”展开充分讨论。倒回

20年，任何人都没有想过互联网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
这么大的变化。倒回10年，没有人想过知识可以变成
一种经济。世界发展如此迅速，未来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提前准备好了吗？教育如何应对？从专家们的智
慧中我们也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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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百家社区儿童感知潜能家庭训练指导百家社区儿童感知潜能家庭训练指导””公益公益
行走进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行走进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专家与学生家长交流儿童专家与学生家长交流儿童
感觉统合失调问题感觉统合失调问题。。图为家长在向专家咨询图为家长在向专家咨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闯余闯 摄摄

儿子是个被所有老师都表扬的超级好学
生。他爱看书，爱思考，善于分析，善于观察，
所有科目在年级都名列前茅，而且作为一个
英语为非母语的学生，在全球英联邦国家学
生参加的写作竞赛中获过奖。可是，就在上
个星期，老师却很担忧地跟我说，他太不自信
了，需要多赞美他、鼓励他。

其实，儿子生下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自信
的孩子，因为思考得比较多，当遇到新挑战
或新环境的时候，他会过度分析，将风险放
大，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心理负担。所以，我
们一直对他以赞美鼓励为主，很少严厉批
评。

老师担忧的直接诱因是儿子拒绝去足球
俱乐部，在教室里哭得死去活来，也拒绝跟
任何人解释原因。好几天后他才告诉我，他
是担心自己踢不好，同学们会笑他、不喜欢
他。

下意识里，我打算这么鼓励他：只要你
努力了，一定会踢好球的。同学们和你一
样，都是刚开始学，不会笑你的。我本来还
打算这么赞美他：你看，你和爸爸第一次一
起踢球的时候还不会，第二次就可以追到球
了，现在的进步更大了。你和爸爸一起踢球
都没问题，和同学踢球更不会有问题。可
是，话到嘴边打住了。因为，我想起了过去
的一些事情。

从小到大，我也是个标准的好学生。我
的奖状、家长会上的点名表扬、考试排名还
有各种证书，都在一次次反复证明我是个优
秀的学生。所有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肯定，
成为我骄傲的资本和前进的动力。

外界的赞美和肯定仿佛是毒品，吃多了
会上瘾。好在我总能找到更大剂量的赞美来
支撑我的自信和动力。这个剂量的峰值，则
是在我去剑桥的那年，耳边时常响起“你太
牛了，居然拿到全奖去了剑桥”。

那些年，每当迷茫的时候，我就会告诉
自己：别失落，你是剑桥的，所以你很优
秀。直到进入职场，游戏规则完全改变。工
作中没有各种大考小考，这意味着没有了分
数。老板忙着带员工拼业绩，哪有时间像家
长和老师一样三五天一表扬？同事之间都是
平级关系，礼尚往来很多，互帮互助也有，
但怎么会有人以赞美他人为己任？加薪升职
倒还能够起到赞美肯定的作用，但是升职初
期意味着更大的工作量和更高的工作难度，
短期的内心满足很快就被现实中的困难和挫
败替代。

渐渐地，剑桥毕业的我一时间陷入了极
度的个人怀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觉得身
边的人都在背后嘲笑我，说我无能。失去了
外界赞美的我，就像毒瘾发作的病人，找不
到慰藉。

这段低谷，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出
来。帮助我的，有一直自学的心理学课程、
励志书籍和名人传记，但最关键的还是有一
天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优秀与否，与
他人的赞美和喜爱无关。外界的评价就仿佛
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地看到自己
的优势与不足。可是，镜子只能照出我们已
有的优点，并不是我们优点背后的原因。

我不是因为剑桥而优秀，是因为我优秀
才去了剑桥。

于是，我开始逐渐减少对外界评价的依
赖，不再以获得他人的肯定和赞美为目标，
不再从外界获取自信和动力。

想到这里，我跟儿子说：想象一下，你
走上了足球场，并不会踢，同学们都笑话
你，然后会发生什么呢？儿子很不解。我继
续说：你踢球的时候就算是闹了笑话，大家
都在笑话你，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你会
从此不会做数学题了吗？你会从此不再爱看
书了吗？你的好朋友会从此离开你吗？爸爸
妈妈会从此不爱你了吗？

儿子一一摇头。我们不断设想所有可能
出现的最坏的状况，及这些状况可能造成的
负面影响。如果最坏的情况我们都可以接
受，当问题真的发生时，心里会有准备得多。

我最希望儿子明白的是，我们生活的每
一天、做的每一个努力，不是为了获得他人
的赞美和喜爱，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一点点
成长，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有时候，我们的
努力和成功会获得他人赞美，成为很多人眼
里的英雄；也有很多时候，甚至更多的时
候，我们的努力和成功别人并没有在意。但
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一直
在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做有用的人。

网络时代，人们的关注力有限而且高度
紧张；激烈的竞争，让社会的整体心态变得
焦虑甚至扭曲。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父母以
外，很少有人能够有意愿、心情和能力停下
自己手边的事情，去真诚地欣赏和赞美你。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将自己的信心和动力
完全建立在外界力量上。我希望他们学会客
观地分析自己，用坚定的信念和原则去引导
自己，并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去毫无保留地爱
自己，而不必在意外部世界如何评价他们。

（作者系阿联酋同行教育文化工作室负
责人）

你的努力不是为了
获得他人的赞美

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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