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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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6招应对青春期叛逆
贾琼

现在有的家长眼中只有学
业，期盼孩子次次得满分；有的
一边骂奥数把孩子教成做题机
器，一边继续为孩子报班；有的
家长迫于小升初压力，叫停孩子
多年喜爱的轮滑班；有的打着

“自由童年”的旗号，在“素质教
育”的掩护下无所作为；还有的
完全按照父辈的做法，信奉“棍
棒底下出孝子”，继续着对孩子
的严厉⋯⋯形形色色的误区，反
映出孩子生长的土壤出了问题。

为此，清华附小建立每周固
定的“家校沟通日”制度，每周二
由老师向家长分享科学的教育
理念，鼓励班主任有意识地将家
庭教育纳入班级管理中来，让班
级生态系统中的家长成为教育
的同盟军。我每周在我们一年

（1）班的班级微信群中发出周
末“一对一”一小时交流通知，由
家长们“秒杀”获得与班主任老
师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我还建
立了班级家委会，以家委会为牵
引，发掘家长教育资源，组织他
们到班级授课，逐步形成教育的
共同体。我尤其注重爸爸的力
量，专门成立了“爸爸团”。

“老师，您见过公鸡带
小鸡吗”

我们班男生多，男生成长
的问题也多。当然，男生问题
不限于我们班，也不仅是哪所
学校的问题，而是一个教育

“女性化”的社会性问题。在
“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背景
下，将爸爸拉进孩子的教育，
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我们班一个男孩叫小涛，属
于乖孩子的一类，学业成绩一
般，在班级很少说话。除了班
主任老师，其他科任老师可能
对他不会有太多印象，如果不
刻意关注，他就可能是一个近
似“隐形”的孩子。最令人担
忧的是，他自己并没有想要改变
现状的愿望——或者成绩更好
一些，或者能引起其他同学、老
师的哪怕一点点注意。

为此，我多次约谈小涛的妈
妈。但是，妈妈的教育并没有在
孩子身上发生什么作用，多次谈
话倒是印证了我的猜想——爸
爸极少参与孩子的教育。于是，
我联系了孩子的爸爸。起先，这
个身为著名设计师的爸爸反问
道：“老师，您见过公鸡带小鸡
吗？”这是一个看似很有道理的
观点，他为自己不参与儿子的教
育找到了自然法则。

作为班主任，我的专业性决
定了这个问题不能急于针尖对
麦芒去应答。我想了想，不急不
躁地告诉他：“您的儿子经过了妈
妈臂弯里的温柔岁月阶段，已经
过渡到了学着成为男人的阶段。
他需要作为男人的榜样爸爸，您
在哪里呢？淘气孩子表象下的真
实，是男孩得不到男性长辈欣赏
所产生的不安，是父爱缺失。他
们缺乏‘刹车’系统。乖孩子也有
不安，他们缺乏‘动力’系统，常常
会被其他男孩归到‘书呆子’‘隐
形人’一类，被排斥甚至嘲笑。您
的孩子属于后者。他看不到您在
工作中的努力，缺少榜样。”

聊着聊着，他默不作声地掏
出笔记本记录并频频点头。我
想，是教师对孩子的责任心，更重
要的是班主任的专业性，使这位
爸爸有了改变的念头。

互不关注的父子产生
了精神联结

自此，小涛的爸爸终于开始
关注孩子的成长了，他发现了孩
子的表现平平，甚至“隐形”。但
紧接着产生的问题是，他难以接
受自己如此优秀而儿子不优秀
的现实。他可是著名的设计师
啊，儿子的人生怎么不能随他的
心而设计呢？他一度陷入焦虑，
认为“虎父得了犬子”。这时，我
结合爸爸的工作特点和孩子安
静的特点，请小涛负责班级的黑
板报设计。在亲子共同完成黑
板报的设计、绘制中，爸爸发现
儿子像他，有设计的天赋，儿子
也在心中对爸爸产生了崇拜之
情。自此以后，他们二人从互不
关注，走向了互相欣赏，产生了
精神上的联结。

为了进一步推进父子之间
的互动，我请这位爸爸经常带着
小涛一起工作。让孩子学习父
亲的努力，更接触到设计的前沿
信息，浸润在学校学习之外的大
课堂之中。这位爸爸从起初的
怀疑、怕孩子妨碍工作，到后来
请儿子帮忙，使儿子成为他的小
助手，完成了自然而然的父子融
合。爸爸的关注在孩子身上产
生了化学反应，不仅不是“虎父
得了犬子”，儿子甚至是“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在一次商业设计

作品的匿名递呈中，小涛设计的
冰激凌杯优于爸爸的作品，因为
考虑到儿童的使用方便，以及节
省用料，得到商家认可，最终获得
专利，得以大批量生产。此时的
爸爸站在孩子背后，激动得眼睛
湿润了。

在“公鸡带小鸡”的过程中，
小涛的爸爸第一次理解并超越
了自然法则——作为父亲，他由
衷地为儿子超越自己而欣慰，他
体验到自己对儿子的爱是多么
纯粹，甚至伟大。

谁能相信，父亲参与教育，
在原本缺少“动力系统”的小涛
身上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他居然在校运会
中努力拼搏，跑出了百米第二名
的好成绩。小涛冲向终点的照
片，正是他爸爸推掉繁忙的工作
亲自拍摄的。那一刻，爸爸紧紧
地抱住儿子，像迎接得胜的英
雄。这位爸爸跑步可不行，在体
育上，儿子完胜！

后来，小涛的学习成绩越来
越好，放学后自己主动找老师补
课，最终在六年级毕业考试中，
完全走出了原来七十几分的阴
霾，语、数、英三门考试均突破
95 分，还经同学们投票，捧回了

“最受欢迎男生”奖。

父亲参与对培养男子
汉影响深远

一个爸爸的改变还不够，爸
爸们要形成“爸爸团”，共同建立
健康的教育生态系统。

随着爸爸们开始关注教育，
我邀请他们进班级讲课，让孩子
们通过爸爸们的世界，了解真
实的世界。爸爸们将各自的专
业视野带进教室送给孩子们，
同时自己也更懂得了陪伴才有
感情。于是，更多的爸爸妈妈
一起认同我们的教育理念，和
老师一起遵循教育规律，形成
一个健康的教育生态。这个生
态系统包括家长和孩子们生活
的清华园社区，乃至他们所处的
社会。父母的教育理念变了，孩
子成长的不良土壤就改变了，逐
渐形成了一个健康的教育生态
系统，让所有影响孩子的因子都
发挥好的效能。

公 鸡 能 带 小 鸡 吗 ？ 当 然
能！爸爸们的加入，使我们的小
男生们终于撑起了大半边天，相
信对他们成长为男子汉也影响
深远。家校合作，是基于完整人
一生的长度，基于完整人的培养
周期。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中，儿
童才能浪漫生长，或高，或低，或
立，或伏，长成未来最自在美好
的模样，长成一道自信的风景。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附属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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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经历青春期，
只是表现出来的反应程度不一
样而已。最经典的青春期叛逆
的事例，莫过于美国微软公司
创始人比尔·盖茨少年时代所
经历的“一杯水事件”。

2009 年 4 月，盖茨的父亲
老盖茨接受 《华尔街日报》 记
者的采访，谈及自己如何培养
比尔·盖茨时，提到盖茨的青
春期叛逆。盖茨1955年出生于
美国西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父亲是当地知名律师，母亲是
一位商业领袖，曾任华盛顿州
立大学校董。盖茨的母亲非常
重视三个孩子的家庭教育，对

他们的期望值都很高，鼓励孩
子们努力学习、参加体育项
目、培养音乐特长。比尔·盖
茨从小就喜欢读书，7岁就能通
读 《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到了
11 岁，盖茨开始向父母提出各
种千奇百怪的问题来为难他
们。老盖茨觉得这些问题“挺
有意思，相当不错”，但母亲玛
丽却深感困扰。

步入青春期的盖茨试图摆
脱母亲的控制，对保持房间整
洁、准时吃饭、别咬铅笔头等
要求产生抵触情绪，母子之间
时常发生争执。盖茨父亲回忆
说，11 岁后的盖茨成了让家长

头疼的孩子。母子矛盾在盖茨
12 岁的某一天达到高潮。盖茨
和母亲发生了摩擦，并在餐桌上
对母亲粗鲁地大喊大叫，言辞充
满了讥讽和不成熟的自以为
是。一直以来冷静地调停母子
矛盾的老盖茨终于被激怒了，端
起一杯凉水泼到儿子脸上。喊
叫顿时停止，回过神来的盖茨突
然对父亲说：“谢谢淋浴。”

盖茨一家对这次“一杯水事
件”记忆深刻，它不仅成为比尔·
盖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改变
了老盖茨对子女教育的认识。
身为律师的老盖茨以前在家也
习惯保持严谨与冷静，令人不易

亲近。这件事发生后，老盖茨夫
妇带着儿子接受心理咨询。盖
茨告诉心理医生他想和父母争
夺控制权。医生认为孩子最终
会赢得这场争取独立的战争，于
是建议老盖茨夫妇让孩子独立。

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发
展，老盖茨夫妇决定送他去私
立中学湖滨学校就读。在这里
盖茨有机会接触到最早的计算
机，也开始意识到不必在父母
那里争取位置，而应该向世界
宣告自己所做的事情。从此，
老盖茨夫妻俩默契配合，帮助
盖茨成功度过叛逆的青春期，开
启了精彩的人生。

12岁比尔·盖茨的“一杯水事件”

我儿子东东的语文一直都
不错，八年级语文课上的一首
习作还获得美国中学生诗歌大
赛一等奖。九年级的第二学
期，语文课换了老师，新老师
是一位50多岁的女老师。开学
不久，便发生了“护花者”事
件。

那次语文老师布置了三人
一组的小组学习项目，阅读并
分析一篇阅读材料，然后面向

全班同学汇报。东东他们小组
三 番 五 次 碰 头 ， 认 真 制 作
PPT，并多次演练。汇报过程
中，老师对组里女生的发言当
众提出疑问，这时作为组长的
东东，为了维护那位女生和小
组利益，据理力争，情绪失控
地与老师发生了争执。

放学回家，东东给我分享了
这件事，他当时表现得非常愤
怒。他偏激地认为老师对他们

组有偏见，故意为难他们。发泄
了一通后，东东打开电脑，在网
上搜寻老师的评价，发现这位老
师评价不好，有很多学生留言说
她教学方法单一枯燥，对待学生
不公平等。还一定要我亲眼看
看，似乎想把能够支撑他观点的
所有证据全部找出来。

东东一贯尊重老师，从来
都没有表示过对老师的不满，
这可是头一次。看着儿子失控

的情绪，听着他愤怒的抱怨，我
想起了卢梭在《爱弥儿》第四卷
开头的描述，“性情大变，怒气频
频爆发，思想烦乱不安，让这个
孩子变得几乎难以管教。以前
对他说话，他会乖乖服从，现在
却充耳不闻了。他好像变成了
一头发狂的狮子。他不再尊重
他的老师，他再也不想受人管
束了”。我想，我 14 岁的儿子
叛逆的青春期开始了。

14岁儿子的“护花者”事件

青春期的孩子，随着第二
性征的出现，会变得特别敏
感，开始注意自己相貌与身
份，渴望有自己的时间和空
间，追求独立与个性，希望挣
脱家长的管制，开始在家庭以
外寻找自己的归宿感，深受同
伴影响。就像卢梭在 《爱弥
儿》 里所写的：“现在他既不是
一个小孩子，也不是一个大
人，而且不能发出他们之中任
何一个人的腔调。”青春期的孩
子内心希望树立一个积极向上
的个人形象，但又往往遭遇成
长之痛的困扰。

他们既希望长大，又害怕
长大。他们有时认为自己是孩
子，有时认为自己是大人，纠
结于小孩与大人之间。内心那
份未泯的童心，使他们还希望
抓住童年的小尾巴；青春期的
自尊感，又促使他们在学习和
表现方面给自己提出新的要
求；情窦初开的萌动，使他们
为了吸引异性的好感做出一些
偏激冒险的决定，或者制订一
些短时间内难以企及的目标。

他们幻想自己是有自控力

的大人，完全可以实现计划。
当他们最终因自控力不足而放
弃计划，或不能按预定计划去
实现目标时，就会怨天尤人，
出现自信危机感，还常常对身
边的亲人抱怨和发怒。

美国著名教育专家查普曼
指出，不断增加的推理知识和
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伴随
着青少年走向独立和自我认
同，让他们开始质疑父母的判
断，并且选择不服从。而青春
期出现的偏差如果不在16岁以
前解决，以后就很难解决了。

青春期能否顺利度过，决
定着孩子以后的自我认同和生
活质量，也影响着亲子关系的
质量。根据青春期理论知识和
本人应对青春叛逆时期儿子的
经验，我总结出六点建议——

家长要清楚认识到青春期
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
成长的阵痛期。家长要提前主
动学习有关青春期常识，参加
针对青春期孩子的家长辅导
班，遇到棘手问题时一定要咨
询家教专家。同时，家长要更
细心、更周全地关爱孩子，掌

握他们的身心变化情况及需求。
青春期是一个特殊时期，

家长要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
孩子的言行举止可能会让你不
舒服、不愉快，甚至痛苦和伤
心，但家长爱孩子的心不要改
变。孩子从听话乖巧变得叛逆
难搞，是对我们是否真爱孩子
的最好考验，也是区别父母对
孩子的爱是有条件还是无条件
的“试金石”。

面对变化多端、熟悉又陌
生的孩子，家长要始终保持冷
静淡定的态度，多思考应对办
法。性格开朗的孩子可能突然
间变得不爱说话，一向温顺的
孩子可能突然变得暴跳如雷。
面对出言不逊其实不知所云的
孩子，家长千万不能陷入以牙
还牙、以眼还眼的陷阱，不能
被孩子的愤怒点燃，而应该积
极展开头脑风暴，想出解决问
题的办法，并付诸行动。

家长尽量找时间与孩子沟
通、交流，了解他们学习与交
友等方面的情况。家长容易说
得多、听得少，这时尤其要学
会听，交谈中要注意鼓励孩子

敞开心扉，既有利于亲子关系
的加深，还可以时时掌握孩子
的内心动向，确保把孩子的偏
差意识有效地控制在外显于行
之前。一旦发生问题，要耐心
了解孩子的看法，一定要就事
论事，不要翻旧账，更不能上
纲上线进行人身攻击。

在征得孩子同意下，家长
可以参与孩子学习目标的制订
与实施，承担监督与督促任
务。计划一定要切实可行，先
制订一个可以够得着的小目
标，再慢慢向前推进，让孩子
在实现一个个小目标中获得自
信心与成就感。

帮助青春期的孩子需要父
母合一的力量。父母一定要达
成一致和共识，当一位家长与
孩子陷入争执和矛盾中时，的
确需要另一位家长作为冲突调
停者来化解和调和。父母齐心
合力才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
长，帮助孩子平稳度过青春叛
逆期，不断走向成熟。

(作者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
育学博士，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副教授）

16岁前尽量解决青春期偏差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就像远处的一场风暴到来之前大
海会发出轰轰隆隆的咆哮一样，高涨
的欲念和强烈的感情也发出这样的低
鸣，宣告着这场骚动即将来临。持续
翻滚的暗流在警示我们，危险即将到
来。”这是法国教育家卢梭在教育著作

《爱弥儿》 里对青春期的生动描述，在

青春期这个从儿童向青年过渡的一个
特殊时期里，孩子的身体和心理都会
出现很大的变化，常常令父母措手不
及。

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家长必须首
先改变自己，任何责骂和体罚对孩子
都毫无意义，只会带来更多的反叛和

报复。家长切忌被专制与高压带来的
暂时风平浪静所迷惑，变成“鸵鸟家
长”。据美国教育专家查普曼的研究，
无节制的愤怒方式常常会导致代际相
传，很多在青春期被打骂或责罚过的
年轻人，为人父母后也会用相同的方
式去对待他们的子女。

给孩子创造可观的物质财富，孩子就
能终身衣食无忧，子孙后代就能过上好日
子、踏入上流社会⋯⋯在这个思维误区的
支配下，有的父母拼命赚钱给孩子买房、
买车，甚至连孙子的房子、出国留学的钱
都准备好了。他们自以为非常爱孩子，却
不知父母所有事情都替孩子操心，等于诅
咒孩子无能，是给孩子的成长帮了大大的
倒忙。

做父母要有一项基本功，就是善于解
读自己行为背后的潜台词。比如，什么都
替孩子安排好，潜台词是“我的孩子无
能，他的后代也不会有出息，他们没有能
力养活自己，我必须替他们安排好，不然
他们无法生存”。父母处处替孩子操心，
替孩子做决定，凡事包办代替，为孩子承
担责任⋯⋯孩子得到的心理暗示是：我没
有能力做决定，我干不好任何事情，我掌
控不了自己的命运，我必须依靠爸妈。

人的所有能力都需要培养、锻炼，父
母习惯替孩子操心，孩子就不愿操心了。
而且父母把孩子照顾得越周到，孩子越觉
得这是父母应该做的，越会心安理得接受
父母的照顾。如果有一天父母照顾不了，
孩子就会觉得不正常，甚至认为自己受欺
负了。

比如有三个人经常在一块吃饭，每次
都是甲买单，乙和丙都觉得习以为常。有
一次吃完饭结账时，甲发现没有带钱，让
乙或丙买单，结果乙和丙带的钱凑一起都
不够餐费，还责怪甲不早说。可见，习惯
了别人买单的人压根没有买单的意识，甲
的慷慨削弱了乙和丙的责任意识。非亲非
故的人尚且会产生依赖，孩子就更容易依
赖父母了。

不想让孩子吃苦，不愿让孩子受挫，
这种想法既不切实际，又剥夺了孩子经历
真实人生的生活体验。吃苦、受挫是生活
的组成部分，不经历风雨，哪有抗挫能
力？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生是苍白无
力的，遇到挫折就难以承受生命之重。

有个妈妈什么事都替孩子做，以致儿
子各种能力都非常弱，没考上高中，中专
毕业十七八年了都不上班。需要出力的活
儿他不愿意干，体面的工作人家看不上
他，每天的营生就是钓鱼、打牌、和朋友
侃大山。一家三口住在妈妈单位狭小的旧
房子里，年过六旬的妈妈每周往他家送食
物，他就心安理得地啃老。

为了补贴儿子，这个妈妈退了休还要
打工。但收入微薄实在捉襟见肘，几次催
促儿子外出找一份工作，儿子却振振有
词：“这样有什么不好，啃老又不是我一
个人！”后来他妻子以离婚相逼，他才出
去找了一家快递公司当投递员，数千元押
金还是妈妈交的。

儿子干了不到一周就辞职了，理由是
“每天上班十多个小时，这不是人干的
活！”妈妈气得生病住了院。儿子竟然偷
出房本到银行抵押贷款了 20 万元，走进
赌场，血本无归，还欠下了赌债。妈妈急
火攻心，脑梗发作，生活不能自理。儿媳
彻底绝望，带着儿子出走他乡。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儿子的作
为着实可恨，这位妈妈的遭遇令人同情。
但追根溯源，这是一个错误的家教观念毁
了孩子的悲剧。妈妈的越位和包办代替，
养出一个精神颓废、没有责任担当的孩
子。“养儿防老”，变成了“养老防儿”。

阳光总在风雨后，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是人人皆知的哲理。当今的家庭，孩子
少了，最容易以孩子为中心；物质丰富
了，最容易首先满足孩子。互联网时代的
父母尤其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孩子什
么都不缺，最缺少的是磨炼意志的机会；
痛苦和受挫是孩子不可缺少的心理体验，
是孩子宝贵的人生财富。屏蔽了孩子的痛
苦，也就屏蔽了孩子的幸福；安排好了孩
子的一切，就等于剥夺了孩子的一切。

父母再有能力，也帮不了孩子一辈
子，孩子的路要靠他自己走。父母不替
孩子做事，孩子的做事能力就会越来越
强；父母不替孩子承担责任，孩子就会
越来越有担当。没有依靠就是最好的依
靠，就如俗话说的那样，有山靠山，无
山自担。

智慧的父母懂得给孩子足够的成长空
间，孩子的事让他自己干；鼓励孩子走好
自己的路，相信孩子一定能走好自己的人
生道路。最深厚的爱，是看着孩子受困、
吃苦，父母沉住气不插手，不随意替孩子
解脱。父母要善于鼓励孩子接受各种挑
战，相信孩子一定能凝聚勇气和耐力，相
信孩子一定能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不断取
得成就感，不断提高自信心，相信孩子一
定能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委
会理事，著有《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

谨防养儿防老
变成“养老防儿”

贾容韬

11月28日，在成都市青羊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举办的“幸福家漂流记”读书分享活动上，成都市双眼井小学家长曾征
向全区家长代表分享自己跟着重庆师大赵石屏教授的《做个懂家教的好家长》学做好爸爸的经验。 刘立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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