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23日 星期四

09主编：杨咏梅 编辑：黄文 设计：王星舟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52 邮箱:jiatingjiaoyu@edumail.com.cn QQ群：37136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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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幼小衔接：引导重于帮助
张娟

以往对父母关注家庭教育
状况的调查涉及各类人群，但
最近在青豆书坊举办的中美教
育高端论坛上发布的一项调
查，对象却限定在美国家庭教
育著作 《如何说孩子才会听
怎么听孩子才肯说》 的读者，
他们是关注孩子教育、善于学
习的父母。那么这些走在家庭
教育前面的家长，他们在教育
子女的过程中会是什么样呢？

论坛上，著名亲子沟通专
家、青豆书坊首席培训师，同
时也是美国“如何说孩子才会
听”课程的认证导师朱芳宜，
解读了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青豆书坊与今日头条合
作进行的调查，展现了一个了
解中国亲子关系现状的独特角
度。

关注孩子要赶早

妈妈比爸爸更关注孩子。
“关注亲子沟通、亲子关系用户
性别比例”显示，女性占比是
男性的三倍之多。当然，近些
年来男性的比例也在不断提
升，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爸爸意
识到自身角色在孩子成长过程
中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很
多妈妈的学习和改变也促使爸
爸们愿意参与进来。另外，很
多爸爸会支持妻子出去学习，
因为看到了她们的改变。很多
妈妈学习了“如何说孩子才会
听”以后不仅孩子改变了，对
待丈夫也平和了，家庭氛围更
和谐了。

80 后 父 母 最 关 注 孩 子 。
“关注亲子沟通、亲子关系用户
年龄分布”排序如下：排在第
一位的是 31 到 40 岁年龄段，
大多为80后父母，他们的孩子
年龄大致集中在 6 岁或是 6 岁
以上。排在第二位的是 41 到
50 岁，他们的孩子大多在青春
期。排在前两位的父母，他们
的孩子处于学龄期及以上，甚
至是青春期，很可能因为学习
生活或者是价值观的不同，导
致在亲子沟通过程中出现一些
问题，所以很多家长试图通过沟
通来帮助解决问题；排在第三位
的是 24 到 30 岁，他们的孩子的
年龄大约处于 0 到 6 岁或 0 到 3
岁，这个区间是人一生当中非常
关键的时期。这个区间的数字
应当有所提高，因为沟通不仅仅
是帮助父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
是帮助父母和孩子在如此重要
的时间段里奠定稳固而紧密的
亲子关系。排在第四、第五位的
分 别 是 50 岁 以 上 和 18 到 23
岁。

关系的前提是尊重

最希望孩子懂得尊重。“家
长 最 希 望 孩 子 具 备 的 品 质 ”
中，尊重排在首位，其后依次
是自信、信任、乐观、责任
感、爱心、诚实、自律、坚
韧。每一位父母都希望孩子具
备这些良好的品质，也在寻求
一些方法来培养这些良好的品
质。事实上，当父母用积极的
和人性化的方式跟孩子沟通的
时候，这些良好的品质就会慢
慢融入到他们的血液当中，成
为他们的一部分。

在亲子关系中“尊重”最
重要。“家长关注亲子关系状态
排序”是家长们更希望有什么
样的亲子关系。尊重排在首
位，独裁被排在末位，忽视和
溺爱排在中间。这说明在尊重
和独裁之间，很多家长都在寻
求忽视和关注之间的平衡，溺
爱与尊重、规则界限之间的平
衡，在尊重孩子的同时又树立
自己的权威。这说明家庭教育
工作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
责，就是帮助家长渐渐找到这
种平衡，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
正的尊重，怎样做到尊重每一
个独特的个体。

家长关注的首要部分是情
绪。情绪在“常见亲子沟通关
注度的排序”中不仅居于首
位，而且高达 81.88%，比排在
第 二 位 的 “ 鼓 励 ”（42.78%）
高了近一倍。在亲子沟通当
中，很多家长知道要尊重和接
纳孩子的情绪。朱芳宜说，在
她以往的讲座当中，家长们的
问题从最初的为什么要与孩子
共情、接纳孩子的方法是什
么，转变为现在的与孩子共情
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和困惑该怎
样解决。由此可以发现，家长
们不仅在学习也在实践，因为
在实践中才会遇到问题、才会
引发思考。鼓励和惩罚也同样
很重要，家长们在寻求有效的

鼓励替代惩罚的方法。
家长们开始重视合作，亲

子关系中的合作不是单纯指孩
子要听家长的话，而是尊重彼
此的需要。事实上合作本身并
不难，难在怎样看到孩子的需
要，如果我们要求一个两岁多
的孩子不要苦恼、不要发脾
气，要求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坐
在那里写作业一个小时一动不
动，这并没有尊重孩子真正的
成长发展的需要。一旦可以看
到的时候，就可以融合彼此的
力量，共同寻找结果，这就是
亲子沟通中的合作。

专业学习多元化

“关注”是最关注的话题。
“家长在日常教育孩子过程中最
为关注的话题”，不是作业、电
子产品、吃饭，而是“关注”，
被排在首位。陪伴、关注、安
全感这样一些话题是现在家长
们非常关注的，吃饭、睡觉虽
然也排名靠前，但是与以前比
已经后退了。家长们意识到，
最根本和最核心的问题是，帮
助孩子就要给他关注、陪伴及
安全感。父母们在觉醒是一方
面，另一方面更需要家长知道
怎样给孩子更好的关注、陪伴
和安全感。

关注孩子与地域无关。“关
注亲子沟通、亲子关系用户地
域分布”，将调查中排在前 15
位的省市自治区和2016年各省
GDP 的排名进行了对比，发现
GDP 排名位于前半部分的，在
这些省市自治区中占了 9 个，
位于后半部分的占了 6 个，而
且它们之间的差异非常小。由
此得出一个结论：亲子沟通、
亲子关系是人的内在需要，与
地域和经济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并不大。

阅读相关书籍等仍是家长
学习育儿的首要方式。“在养育
孩子过程当中，家长主要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来寻求帮助”，渐
次为阅读、媒体、与亲友商
量、课程、咨询专家、专业人
士、社群。可见寻求帮助的方
式非常多元，而且逐渐转向外
部和专业化，这也意味着专业
的家庭教育工作者要肩负更多
的责任和使命。

通过大数据的解读使我们
看到大的方向，就是现在关注孩
子的人都在寻求彼此尊重的沟
通方式、紧密的亲子关系。数据
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对于孩子
的成长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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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文

成人在社会上遇到的问题
孩子在学校里依然会遇到。一
群孩子聚集在一起，冲突、问题、
矛盾不可避免。作为家长不是
去担心或教孩子怎么处理，或帮
孩子解决问题，而是要有一个心
念——这些都是正常的。真正
的成长是让孩子知道，他面对的
问题随着他的成长只能越来越
多。如何让孩子遇到问题的时
候能找到自己、越来越释然地面
对和处理这些问题，才是我们要
做的。父母怎样协助他，对他来
讲是最重要的。

知识的积累固然重要，但

孩子有个健康的心灵和身体更
重要。知识学习从上幼儿园到
上大学以及之后的进修，一直
在持续，但真正能够在心智上
健康、完善，能够成为一个内
在有力量、有人格魅力而幸福
的人，这部分不一定是在课堂
上能学到的。而是要在社会这
个大熔炉里，在家里跟父母的
相处，在学校跟同学的相处，
将来到了单位跟同事的相处，
慢慢去历练。

小学部分的学业，零基础
的孩子只要跟着老师按部就班
地学，都不会太差。许多零基

础的孩子因为真不会所以更努
力。孩子从幼儿园升到小学，
有一些跟不上或某个地方有点
慢很正常。这时候家长只要付
出一些耐心，告诉孩子慢慢
来、爸爸妈妈等你、陪着你一
点点往上赶，就会发现都不是
问题。从孩子的视角去感受孩
子、了解孩子，在他的节奏上
协助他成长才更重要。

很 多 上 过 早 教 机 构 的 孩
子，上一年级的时候特别出
色，但到了三年级就开始退
步。因为那个时候学习难度加
大，需要的是孩子宏观知识体

系的建构，以及他的创造力、
思辨能力、判断能力、认知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

孩子上了小学，父母是该
让孩子填鸭式地学很多东西，
让他在一年级的时候字写得比
别人好、认知快一些，还是给他
留出更多的建构逻辑思维、想
象力的空间？如果我们填鸭式
地给孩子灌进很多东西，而不
是他们自发想要学的，孩子会
很累甚至透支，困顿在那儿，卡
在某一个阶段就上不去了。每
个人的内驱力都得是自发的，
保护孩子的内驱力非常重要。

保护内驱力更重要

孩子上了小学，不仅要面
对课业上的不同，还要面对很
多心理上的挑战，这时候他们
更需要父母的支持。除了方法
的支持，父母要给孩子更多心
理上的协助和支持。

首先要对孩子有更多的关
注。记住一句话：倾听就是
爱，了解终有意义。学会倾听
孩子、和孩子平等对话、像尊
重大人一样尊重孩子，对孩子
来讲是一笔非常重要的财富。

所谓对孩子的关注、平等
地对待孩子，就是当孩子有情
绪的时候不压抑他，有困扰的
时候帮他疏导。如果孩子刚一
张口，大人就说“这事儿都是
你 的 错 ”， 然 后 再 讲 一 堆 道
理，孩子一个是不愿意再说
了，另一个是情绪卡在那里。
一旦情绪长期卡在那里没有被
释放出来，身体就开始出现各
种状况。

其次，高质量的陪伴。这
点是家庭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呼
吁的一个话题。很多爸爸妈妈
说：“我天天都陪着孩子，为什
么看起来还是不够，孩子还是
觉得没有被爱呢？”所谓高质量
陪伴，是人和心都跟孩子在一
起，是和孩子在一起做他想做
的事情，并且有很多互动，这也
恰恰是父母了解孩子、走近孩
子的重要机会和过程。

孩 子 跟 父 母 玩 游 戏 的 时
候，可能无意间就说出了学校
的事，说出了他生活的苦恼和
困惑，这个时候恰恰是你走进
孩子内心的好机会。即使一天
只有十几分钟，有高质量陪伴
都会不一样。当孩子跟父母有
真正心与心的连接和交流时，
父母提的建议、要求，以及想
让他成为的那部分，他会更顺
从。顺从是因为他感受到你们
爱他、尊重他。

高质量陪伴还需要在第一
时间告诉孩子界限在哪里，需
要遵守的规则是什么。高质量
陪伴不仅是父母和孩子在一
起，还包括互动的时候帮他建
立清晰的规则和原则，而这个
部分是通过接纳他的情绪实现
的。我们要允许孩子因为喝不
到可乐而哭的情绪，但是要让
孩子知道，你哭的情绪我接
受，但是我不会因为你哭而做
改变。如果孩子在这样的家庭
里长大，他就会懂得两点：一
是自己的情绪是通透的，表达
情绪无障碍；二是知道不去触
碰规则。他学会了内在的顺从
和尊重规则。这样培养出来的
孩子是自律、对自我负责、在
情绪上能够帮助自己的成熟的
孩子。

再其次，心态的引导。孩
子尤其是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很
容易斤斤计较，他碰了一下我

的铅笔，书被划了⋯⋯这样的
冲突是正常的，因为上了学开
始有学业的要求、纪律的约
束、集体意识的灌输，这些引
发的不适应需要有一个释放的
渠道，所以孩子容易闹情绪、
斤斤计较。当孩子跟家长表达
这些的时候，家长除了在处理
事情上协助他之外，心态的引
导也很重要。

心态的引导就是积极有效
的沟通，我们要让孩子跳出事
情本身去看，发生的事是不是
正常的，以及我们应该用怎样
的心态想对方。当孩子遇到问
题时，不是简单地指责他，或
告诉他该怎么做，而是以平等
的方式探讨彼此的看法和想
法，最后让孩子去发现是不是
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处理方
法。这样就把孩子带入一个更
开阔的处理和解决问题能力的
引导上。

更多地给予心理支持

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家
长需要花一些时间协助孩子规
划自己的时间，养成好的学习习
惯，以及如何面对学校的规则和
自己的行为发生冲突的时候。

在学习方面，从孩子自己
整理书包、自己准备第二天上
学的东西做起，很有仪式感地
带着孩子走一遍，让孩子知道
要自己完成。像如何定闹钟、
早上几点起床等，都要认真交
代给孩子，让孩子为自己负起
责任。

比起学习习惯的培养，生
活习惯的培养更重要。孩子能
够打理自己、照顾自己，他就
能够非常好地利用时间。家长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应该帮助
孩子规划时间，告诉孩子放学
回来到晚上睡觉这几个小时有
哪些事情要做，让孩子优先排
个序，如果不合理，爸爸妈妈
再提出建议帮助改动。如果从
一年级开始父母就给孩子这样
的机会和信任，孩子将来一定
是一个有主见、知道怎么调配
自己的孩子。从小建立的习惯
将衍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
的规划性、谋划意识更强，想
问题更全面。

建立规则。规则的建立对
上小学的孩子非常重要。要让
孩子知道有一些规则是没有弹
性的，比如不可以拿别人的东

西、不可以撒谎、不可以随意
在外面留宿等。凡是跟生命、
道德、健康有关的规则，没有
条件可谈，必须遵守。这样孩
子就建立起为自己负责的习惯
和品质。

让孩子养成阅读习惯是小
学阶段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可以使孩子一生受益。到二年
级的时候将出现一些应用题，
孩子有一定的阅读量会帮助他
理解题意。爱读书的孩子理解
能力和思辨能力都非常突出。
阅读还能让孩子的口语表达更
自信，敢于、乐于同他人交
往。孩子读书多，知道一些故
事的情节或者是同伴们都在看

的书，他们之间的交流就多了
一个桥梁，表达自己的时候会
更清晰丰富。

家长的角色更多的是观察
者和协助者，尽量少指点、少
参与、多放手。随着孩子越来
越大，父母能陪伴他的时间越
来越少，终有一天他们要独自
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信
任他们，把事情认真地交给他
们之后协助他们完成，让他们
学会为自己负责，对他来讲这
是一个不断历练和体验成长的
过程，他的心智也会借着这样
的相信和放手越来越圆满。

（作者系北京布布园幼儿
园总园长）

学会安排时间建立规则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幼小衔接是许多家长关心的话题，家长们对
小学未知的部分肯定有很多的担心：我的孩子识
字量够不够，能不能适应，是不是会成为老师喜
欢的孩子⋯⋯家长所担心的这一切都不会因为担

心而少发生一点点。家长需要把眼光放到更大的空
间、更高的层次，对孩子更多的是协助，不是管
教、要求，而是信任他，给他机会试错，去体验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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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孩子,使用互联网已经相当普
及。大人们对孩子的网络行为，不只是“看不
惯”，有些是“看不懂”了。以往的禁止上网
吧、给电脑加密等治理措施显然已经不灵
了。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家长常
常是无计可施。

这些年，社会上流行给某个年代出生的
人挂上“××后”的称谓，以反映这一时代和
群体的特征。中国是 1994 年接入国际互联
网的，根据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50 后”“60
后”“70 后”“80 后”是“传统人”。这些人是看
着报纸、听着广播、看着电视长大的。他们觉
得互联网挺好，就迁移到网络上来了，被称为

“网络移民”；“90后”“00后”“10后”是有了互
联网之后出生、伴随着网络长大的，被称为

“网络原住民”，是在网络上最早定居的人群，
而且网络就像自己身体的一个器官一样密不
可分；他们中的“00 后”“10 后”又称“移动网
络原住民”，主要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移动设备上网，比“90 后”更进了一步，对互
联网的依赖程度更高。

“10 后”小孩子，从一两岁就表现出对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钟爱，华丽的屏幕、
悦耳的声音、有趣的触屏、五花八门的动画
片和游戏，一下子就把孩子吸引了，什么

“PK”啊、“闯关”啊⋯⋯门儿清。一位带
过几个孩子的奶奶说：“一家子的大人玩不
转一个孩子的时候，给他个iPad就一切都搞
定了。这玩意儿哪来这么大的魔力啊，我真
是服了！”一些大人不得已把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当作哄孩子的“神器”，也催生了更
多的小小“低头族”。

“00 后”是现在的中小学生，他们的学习
方式、生活习惯、行为举止、消费观念、思维模
式、社交方式都与前人大不一样。

他们的知识来源无边际地扩大了。有人
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教材是我们的
世界；在‘网生代’的成长中，世界是他们
的教材。”他们可以不依靠书本、课堂，不
通过老师、家长，在网上获取更多知识、技
能，互联网成了他们无所不能的老师。与此
同时，现实社会中严禁孩子们接触的低俗、
淫秽色情等违法和有害信息在网上的传播，
也在不知不觉中扭曲着他们的价值观，严重
危害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他们操纵上网设备更自如。现在的孩子
认识屏幕是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开始的，
计算机往往都不屑一顾了。他们是“移动互
联网”的重度用户，可以走到哪、带到哪、
看到哪，这就加大了家长对孩子的管控难
度。他们从操纵自如的移动设备中获得快
乐，也难免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他们的网络生活丰富多彩。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一份青少年上网行为报告称，

“未成年人是各类网络应用的长驱潜力用
户”，报告罗列的互联网应用在中小学生网
民中的普及率让我们大开眼界：“信息获
取”“交流沟通”“网络娱乐”三大类中 10
项应用，都是中学生比例超过网民总体比
例，小学生使用QQ空间、网络游戏的比例
也高于网民总体，互联网逐渐成为他们生活
中的必需品。

他们把网络当作精神家园。孩子们伴随
着数字化、网络技术、网络生活、网络化娱
乐成长起来，无论是“菜鸟”或“大虾”，

“恐龙”或“青蛙”，在网络空间都有自己的
一席之地。在这里，他们可以无拘无束、没
大没小、没高没低，无忧无虑地找到自己的
存在感，找到自己的知音，忘却和摆脱现实
由家长、老师带给他们的压力和烦恼。网络
成了他们缓解、释放不良情绪和“疗伤”的
地方。

他们有大人们难以介入的网络空间。随
着“00 后”渐渐长大，自我意识也不断增
强。在网络空间，他们有自己不同领域的社
群、朋友圈，甚至只有他们彼此才懂的“黑
话”。家长偶尔看到孩子们的交流，简直就
是一头雾水：“这节课太无聊了，我选择狗
带。”“要出成绩了，我好方。”其实“狗
带”等于英语“go die”翻译为“去死”，
表示很无奈；“方”等于“慌”，表达慌张的
心情。有时候当家长在微信或QQ上了解到
孩子的心情、困难和某些行为，试图教育、
帮助、干预孩子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被

“黑”掉了，孩子掌控着网络活动的主动
权。不一样的话语体系，交流起来更加困
难。

互联网的发展及其由此衍生的诸多新事
物的出现，真是令大人们在孩子面前“骄
傲”不起来。当整个世界都可以“搬到”孩
子们手心里的时候，大人们还能高高在上、
随己所愿地“设计”孩子的人生吗？如果不
低下头来虚心向这些“移动网络原住民”学
习，大人们还能了解孩子、预测孩子未来发
展的走向吗？

家长与孩子在网上属于两个世界，面对
驾驭不了的孩子，一味地限制、压制只会加
深两代人的隔阂。唯有了解孩子、熟悉网
络，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唯有在现实生活
中给予孩子宽松的生存空间、丰富多彩的家
庭生活，才能减少沉迷网络对孩子的伤害。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
员，学术代表作《家庭教育社会学》）

读懂“移动原住民”
关颖

放学后参加校内托管班成了青岛桦川路小学很多学生期待的事儿。学校实行免费的“一站式托管”，文化托管和艺
术托管并行，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赢得了家长们的一致赞誉。 任聪聪任聪聪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