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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教育生态

家教主张

让你的孩子
遇到优秀的父母
李蔚红
在家庭教育研究工作中，我接触过很多
父母，
发现那些能够理解别人、
耐心、
乐观、
宽
容、
助人的家长，
他们的孩子一般也都成长得
很好。
那些健康、
优秀的孩子，
几乎无一例外地
拥有慈爱、勤劳、智慧的父母，即使他们来自
贫困的农村，
父母亲没有什么学历，
整年在家
种地，
也是深明事理、
勤俭持家、
四邻和睦、
受
人尊敬的人。这些孩子健康、优秀的根本原
因，
在于有幸遇到了优秀的父母。
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父母只是期望
生养一个优秀的孩子，却很少为了成为优秀
的父母而学习和努力，于是在平平庸庸的人
生中，
抱怨着不成器的孩子，
一辈子稀里糊涂
地度过。
协和医学院一位品学优秀的男生，大学
期间去加拿大的一个医学实验室交流学习，
每次回来都为母亲和家人买几件温馨的礼
物。在国外过春节，
会打电话一一问候老师、
同学。后来我认识了他的妈妈，她正参加一
个心理培训班，以便每个星期日去义务帮助
失聪的孩子。这位看上去十分年轻的妈妈不
仅工作好、家务好、摄影好，做事情总是热情
又耐心。她说儿子小时候她总叫他“米奇”，
每当儿子做好了一件事情，她都会摸摸他的
头鼓励说：
“米奇真能干。
”
儿子就是在这样的
鼓励中成长起来的。
教育家斯宾赛发现，几乎所有成功的孩
子，都是成长过程中幸运地遇到了好的引路
人。有的是父母，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朋友，
有的可能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特殊的环境。而
所谓“失败”的孩子，则一般是由于遇到了各
种类型的粗暴者、
不快乐者、
有劣行者。
斯宾赛列举了下面几种影响孩子早期生
活的人，
让我们也来对照一下，
看看自己是哪
一种父母——
▶完全不懂教育而又缺乏同情心的父母
▶对孩子教育从不负责的父母
▶严厉而刻薄的老师
▶凶猛而无知的同学
▶俗气而愚昧的亲戚
▶已经变坏的兄长
▶长年不得志，
内心阴暗的老师
▶粗暴、
武断的长辈
▶有遗传的精神变态家庭
我们都知道孩子出生后是需要逐渐学习
生存知识的，
我们经常会教导他们，
会为他们
买书，
到了上学的年龄送他们进好的学校，
为
他们选择品行好的老师……但很少有人认识
到：
刚做父母时，
我们对如何养育孩子并不具
备天生的知识，
也是需要学习的。
我曾经劝一位孩子教育已经出现问题的
母亲，
空闲时读几本家庭教育的书，
或者抽时
间去听几堂家庭教育讲座。这位读过博士的
母亲有很多研究要做，
要上很多的课，
她很不
解我怎么会提出如此
“低级”
的建议，
反问道：
“我没有时间，
这还要学习吗？”
一次留学咨询会上，我跟一位母亲同时
进场，
会场已经满座了，
只有一张空椅子上放
了一个手包，这位母亲走过去把手包放到地
上就坐了下来。过一会儿，有人过来说座位
是她的，但刚刚坐下的母亲说这里不是公交
车不能占座，两人就争吵了起来。我注意到
这位母亲的儿子理着时尚的发型，但是神情
冷冷的，对母亲的问话要么扭头不回应要么
就是顶撞两句。
斯宾赛指出：
“许多成年人以爱的名义对
孩子所犯下的错误，结果却让孩子用一生的
痛苦来承担。”这一点，在跟一些前来咨询孩
子学习或者品行问题的家长交流时，我体会
尤其深刻。事实上，孩子的问题无一不是家
长的问题，是父母或者是生活环境的问题。
这些家长却只是不停地指责着社会、
学校，
甚
至离了婚的丈夫或者妻子，
很少反思自己。
一个高中毕业的男孩因为女友要分手而
掐死了自己的女友，
即将面临法律惩罚，
让父
母痛不欲生。他的父母都在媒体工作，生活
条件优越，
一直对儿子的未来充满期望，
让他
上全市最好的学校，
平日总是给他很多的钱，
但很少有时间在家陪伴儿子。男孩从父母这
里学到用钱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总是
给女朋友很多的钱，却不知道如何处理分手
的情绪。
一个 14 岁的男孩，暑假到叔叔打工的广
东番禺玩。一天晚上，叔叔带他骑着摩托等
在一条公路的拐弯处抢女人的包。抢了一
个，再抢下一个……就这一次抢劫让这个孩
子被送去劳教一年。他的父母和老师都举证
说，
没有去叔叔那里以前，
他一直是一个品德
端正的孩子。
“许多被一般法律和道德认定为有罪的
孩子，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有罪，
而真正有罪的
人却逃脱了法律和道德的惩戒。
”
斯宾赛的整
句话值得每一个为人父母者思考。每一个孩
子都是由父母带到世界上的，每对父母也许
都是挚爱孩子的，对孩子的成长深怀着美好
的期望。但仅仅有爱是不够的，一旦开始为
人父母，
就要开始学习，
学习做父母的知识和
经验，
也学习避免一些错误和危害。
父母多学习一点，
对孩子的教养就会更好
一点，
让孩子遇到优秀父母的可能就多一点。
（作者单位：母亲教育研究所）

凡人家话

“梅花香自苦寒来”，是我
读书时最喜欢的座右铭，常常
写在每本书的扉页上。我对梅
的喜欢，
源自母亲。
梅，
是冬天的冷美人，
更是
严寒中的真君子。我和母亲均
在冰天雪地的冬天出生，
小时候
她就告诉我，
冬天最漂亮的花就
是梅。虽然母亲从来没有跟我
说过要做一个高洁的人，
却在几
十年的生活中，
用她的一言一行
教导我
“傲霜雪不争春”
“有志向
需坚持”
“凡事不懈怠”
。

苦难的童年教会母
亲独立与坚强

王娟 摄

热点聚焦

不少中小学生的焦虑程度超出正常水平

少年也知愁 疏导有高招
赵石屏
因体育课忘了穿白球鞋被教师批
评提醒，之后一见到操场的跑道就觉
得“透不过气来”，这个孩子是严格
要求自己，还是有了焦虑倾向？一座
大山，山上插满了尖刀，自己在山的
这一边，山的那一边是“100 分”，

这个孩子的画流露出怎样的情绪？
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调查，
目前不少中小学生的焦虑程度超出正
常水平，成为心理健康的严重威胁，
有的已威胁到生命安全，家长要高度
关注。

持续高焦虑会导致心理疾病、
身体疾病，甚至可能有性命之忧，
而我国中小学生的焦虑水平持续增
高这一现实，考验着家长的教育能
力，也凸显出家庭教育疏导孩子焦
虑的任务。

要了解孩子为什么焦虑
家长要学会了解孩子的焦虑
源，
要知道孩子为什么事情焦虑。
一般来说，
中小学生的焦虑
不外乎学习焦虑、人际焦虑、身
体焦虑等，
而学习焦虑是最普遍
的，人际焦虑、身体焦虑比例也
不小。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调查，
目前学习焦虑最主要的
起因是升学压力、学习内容的难
度、学习内容数量过大，还有教
师、家长与学生因为学习成绩而
引起的冲突。
我曾主持项目调查小学生
的情绪健康问题，
选取的是高年
级几个班的孩子，
要他们用简笔
画画出
“我的苦恼”
，
并到讲台前
讲述自己画的是什么苦恼，
焦虑

又因何而起。最终归纳起来主
要有如下几类：学习焦虑、缺乏
安全感、与同伴失和、亲子冲突、
师生关系、体相障碍等。
从焦虑源看，
因为学习压力
而苦恼的约 32%，同伴关系约
25%，亲子关系约 18%，师生关
系约 10%，自我接纳约 10%，其
他约 5%；从焦虑程度看，有关
学习焦虑的几个画面展示的焦
虑程度让人心惊。
画 面 之 一 ：一 颗 鲜 红 的 心
脏，一支利箭直穿而过，心尖在
滴着鲜血，
旁边写着
“79 分”
。
画面之二：
自己全身都埋在
土里，地面只露一个头，动弹不
得，天上有几架飞机，正对着自

己的头，投下一连串炸弹，自己
表情绝望。孩子讲述这是自己
想到考试时的感觉，无力无助、
沉重万分。
画面之三 ：一串黑色的脚
印 ，旁 边 写 着“85 分 ”，学 生 讲
述：考差了，拖着沉重的脚步回
家，
等着挨打、挨骂，
甚至没有饭
吃、挨饿。
画面之四：一座大山，山上
插满了尖刀，自己在山的这一
边，山的那一边是“100 分”，学
生道：
我觉得这座尖刀山自己爬
不过去，
总是考不好。
画面之五：一块大石头，一
把刀，旁边写着：
“数学”
，
学生声
音低沉地讲述我的数学考得很

差，我的心像石头在砸、像刀在
劈一样……
这些画面强烈的负面情绪
色彩，
反映出孩子们学习焦虑的
普遍性和程度的严重性。人际
焦虑、自我接纳的焦虑也普遍存
在，
一个当中队委的孩子画了她
的“两根杠”，画了 3 张选票。全
班投票选三好生时她只有 3 票，
她说
“我被全班抛弃”
，
想不通为
什么，
非常苦恼。
现在的孩子虽然无衣食之
忧，
但家长对孩子的心理需求、
精
神需求却重视不够，
而家长过度关
注分数、对成绩不好给予严厉惩
罚，
是孩子学习焦虑持续上升的家
庭缘由，
这对家长是一个警示。

疏导焦虑要有原则、
懂方法
家长疏导孩子的焦虑，
一要
教会孩子积极的情绪认知，
二要
教给孩子疏导焦虑的具体方法。
情绪认知就是学会看待情
绪，比如认识到苦恼堆积起来就
成了焦虑。教会孩子积极的情
绪认知，比如疏导孩子的焦虑，
家长首先要将
“有苦恼”
合理化，
让孩子懂得成长中不断有苦恼
是正常的，
积极解决烦恼才能长
大，这样能培养起孩子对学习压
力、人际适应的积极态度。
一个孩子比赛输了很苦恼，
家长告诉孩子，
输了很难受是正
常的，但光难受没用，
记住
“输了
重来”
就是了。之后这个孩子学
会了遭遇挫折时，
习惯大声喊出
来
“输了，
重来！
”
情绪非常积极正

面。这个家长教给孩子的情绪认 除了焦虑，
孩子的自信心会大大
知就是积极的、
富于建设性的。
增加。跟踪调查显示，
好多经过
家长还要教给孩子具体方 指导的孩子进入中学以后，
都能
法去疏导焦虑，
帮助孩子总结一 使用这些具体方法去应对学习
些有效的途径，例如增强自信， 困难。同理，
积极的情绪认知和
用努力向上代替自卑；
用转移来 疏导焦虑的具体方法对他们以
忘掉苦恼；
学会寻求帮助来消除 后人生的职场挫折、人际困扰都
苦恼，如向同伴倾诉、寻求心理 是极有价值的。
辅导等；用坚强的意志控制自
为此,家长要懂一些心理学
己，咬紧牙关战胜软弱；学会沟 原则。心理疏导与思想品德教
通、协议，让父母了解自己的想 育的方法原则有所不同。实际
法；
“ 不欺善”
“ 不怕恶”，要学会 上孩子是懂得很多道理的，
心理
合理反抗；学会宽容，会减少很 疏导要帮助孩子解决的是消极
多不必要的苦恼；
用哭一场来化 情绪问题，心理咨询的原则是
解、宣泄掉苦恼等。
“咨询室里无批评”
“无条件积极
事实证明，
有了积极的情绪 关注”，主要方法是沟通、理解，
认知，
这些具体方法孩子很快就 而不是批评。即使孩子错了，
还
能掌握。一旦学会情绪管理，
消 是不使用批评，
这是家长不大熟

悉的，
需要学习。
例如一个男孩画的是一只
大拳头，
他对同学们说：
“我长期
受人欺负，
我希望自己有一双大
拳头。”如果家长不知道心理学
原则，就可能批评孩子“想打架
不好”
。而心理疏导方法是全盘
接纳男孩子希望有一双大拳头
保护自己不受欺负的渴望，
教孩
子人应该不欺善、也不怕恶的道
理，让孩子懂得老欺负别人不
好，老被别人欺负也是不好的，
告诉孩子有多种保护自己不受
欺负的方法。
家长要掌握“无批评”
“无
条件积极关注”的心理疏导原
则和方法，才能解决孩子情绪
方面的问题。

高危人群需要重点介入
容易患某种疾病的人群，
叫
做这种病的高危人群，
需要有针
对性地重点予以预防，
降低危险
的发生。心理疾病同样存在高
危人群，家长要学会识别心理疾
病的高危特点，
才能降低孩子心
理疾病发生的可能性。
消极情绪稳定的孩子，
是心
理健康疾病的高危人群，
其共同
特征是消极体验、消极情绪稳
定，持续时间长，
内向、自卑。消
极情绪、苦恼谁都会有，但有的
孩子“来得快，去得也快”，不高
兴的事情很快就忘掉了，
所以总
是乐观开朗、
“ 不知愁”；而消极
体验稳定和深刻的孩子，则需
要家长重点关注。曾经有个高
二的学生长期抑郁之后狂躁发
作，拿着木棍追打父母，嘴里
念叨着哪一年哪一次为什么事
情打他，哪一年哪一次为什么
事情不准他吃饭，还有哪一年

冬天把他冻在阳台上……这就 性格的核心根源，
退缩行为如果
是消极体验极其稳定，由于家 得不到纠正，
发展到最后就可能
长不懂，没有及时疏导，长时 离家出走、离校出走，更严重的
间积压起来成了心理疾病。
就是退出生命世界。家长对此
退缩、自卑的孩子需要家长 要有敏锐的识别，及时保护孩
重点保护。孩子自卑、退缩有多 子，
防患于未然。
种原因，比如学习成绩不好、人
高度规范的高焦虑孩子容
际困难（如被同学排挤、嘲笑）、 易被家长忽视。有一类孩子的
因体相不如别人（如个子矮小、 高焦虑是通过对“规范”的极端
其貌不扬）而不接纳自己、行为 认真表现出来的。如一个孩子
退缩、自卑，这是家长要特别关 因体育课忘了穿白球鞋，
教师略
注的。如果再加上消极情绪稳 带批评地提醒她下次记住，
她觉
定，家长就更要高度重视，必要 得十分丢脸，之后一见到操场
时须求助专业力量介入。
的跑道就觉得“透不过气来”；
有些退缩、自卑的孩子因为 还有孩子因迟到被批评，此后
胆小怯懦，就显得很遵守纪律、 只要稍微晚一点可能迟到，就
很少有攻击行为，从不惹是生 害怕得近乎恐惧。家长容易认
非，
尤其要引起家长的注意。从 为孩子遵守规范，把这种情绪
思想品德角度看，
他们没有问题 反应视为“遵守纪律”
“严格要
行为，甚至老师写的评语也不 求自己”，甚至无意间还在加
错，但从心理健康角度看，问题 码。但这种高度遵守规范因而
就比较严重。自卑是所有不良 “透不过气”的恐惧体验，从心

理健康角度讲，已经是焦虑症
或焦虑倾向，是需要纠正的。
如果被家长忽视，孩子就可能
要求自己去达到实际上不可能
的高标准，更加焦虑重重。
有一类“从未出过差错”的
优秀学生，
带着这样的极端化观
念进入中学、大学，遇到一点差
错或挫折，情绪反应很极端，甚
至因为班干部被撤换、考试没有
得第一名就轻生。他们高规范
的背后是以高焦虑在维持，
脆弱
度很高。尤其到了青春期，
面临
学业、恋情、人际等内心冲突加
大，稍有出入，已经很脆弱的心
理就失去控制、崩溃，甚至酿出
惨剧。看起来是孩子脆弱，实
乃家长保护孩子不力之过。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教
授，重庆市家庭教育学会理事
长，著有 《做个懂家教的好家
长》）

母亲是个美人胚子，如今
年逾古稀，依然皮肤白皙且光
洁。这些并不是养尊处优的结
果，
其实母亲的童年是苦难的。
母亲很少主动提及她的童
年，
但是有些绕不开的人和事，
还是会把她拉入苦不堪言的童
年回忆中。
母亲生活在一个大家庭
里，
兄弟姐妹 6 人。我的外公去
世得早，
原本朴素温馨的生活开
始变得面目狰狞起来。外婆一
个人拉扯着 6 个孩子讨生活，
日
子过得越来越艰难。终于有一
天，
家庭的平静被打破了，
外婆
迫于生活的压力，
决定把一个孩
子过继给没有子嗣的小姑子，
不
幸被挑中的就是我的母亲。
“妈妈说去邻村的姑姑家
玩，
我欢天喜地地去了，
而直到
天黑也等不来妈妈把我接回
去，一天又一天……”就这样，
6 岁的母亲懵懵懂懂中知道自
己有了一个新的家。这个新
家，
解决了她的饥饿，
却增添了
她的忧愁：
没有母亲，
也没有兄
弟姐妹；
不能撒娇，
也更不能淘
气了。
估计是生怕母亲逃走的缘
故，我的新外婆和新外公对过
继来的女儿特别严厉。母亲经
常要帮新外公打打裁缝活的下
手，
帮新外婆干各种家务活，
一
听到新外婆大声叫喊就心惊肉
跳，想家也只能忍到晚上偷偷
抹眼泪。本该无忧无虑的童
年，母亲却早早就学会了独立
与坚强。

辛勤劳作的身影刻
印在我的童年
这份独立与坚强贯穿了母
亲的一生，母亲忙碌的身影一
直是我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新外婆家的经济状况在农
村属一般水准，
母亲从小学开始
干家务、做农活，
到了十几岁就
辍学直接当全劳动力使了。长
大成人经媒人介绍，
母亲嫁到了
城里。尽管嫁给了城里人，
其实
城里并没有家，
夫妻分居两地，
一两个月才能见上一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通
远远没有现在发达。父亲在县
城车队工作，岗位却在乡镇里
的车站。作为被照顾的家属，
母亲被分到离县城最远的一个
偏僻的山区车站。平时，他们
两个人各自守着一个车站，所
有的事务全部由一个人打理，
日子孤独而寂寞，一两个月才
能团聚一次。
我的出生，既给母亲增添
了喜悦，也给她增加了负担。
为了不影响工作，母亲把我放
在新外婆家，每周走二十几里
山路回来看我，来回奔波只为
多尽一点母亲的责任。我一岁
多的时候，母亲把我带到山里
的车站，独自一人边工作边带
我，那份辛劳自不必说。现在
回忆起来，我耳边仍有长途汽
车轰轰驶过的声音和母亲忙碌
不停的身影。
六七年后，父母都被调回
县城，
全家终于团聚，
母亲辛勤
劳作依旧。父亲有
“书呆子”
美
称，
爱读书的人不爱动手，
所以
大到搬家挑重的体力活，小到
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全家里里
外外基本靠母亲一人打理。
我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大雨滂沱，连续多日之
后，
“ 外 面 下 大 雨 ，屋 里 下 小
雨”
，
父亲正犹豫着如何去请人
来看看屋顶，母亲则一边埋怨
一边去邻居家借来长长的竹梯
架在了外墙上。父亲是无论如
何也不愿意爬梯子上墙的，母
亲只好爬梯上屋顶去修瓦片。
惴惴不安的我只能和父亲一起
紧紧扶着竹梯，紧张得大气也
不敢喘，心中只能一直默念：
“肯定没事的，肯定没事的，老
妈快下来，
老妈快下来……”
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有
了母亲的辛勤操持，一家人生
活朴素而温馨。母亲“不怕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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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累”的碎碎念也一直激励
着我。每当深夜坐在写字台前
读书感到倦怠时，眼前总是会
浮现母亲忙碌的身影，瞬间又
充满了力量。

感谢母亲给我的精
神指引
勤俭持家、忙里忙外的母
亲，
对待工作也是一丝不苟，
甚
至可以说是较真。
回到县城的车站后，母亲
被安排的岗位是检票员。当时
人们出行都是依赖长途汽车，
到站后乘客需要拿着车票从统
一的出站口出站，母亲就站在
出站口负责检票。在公有经济
的年代，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
总有一小部分人会想尽一切办
法逃票。面对逃票的人，母亲
总是一身正气。哪怕是面对五
大三粗、蛮不讲理的男人，
她也
绝不让步，坚持要对方按规定
补票，仿佛全然不知道自己是
身高只有 150 厘米的弱女子。
有好几次，面对想要逃跑
的男性乘客，母亲只能死死拽
住对方的衣服，
任凭对方推搡、
打骂。第一次看到母亲被打得
青肿的脸，
我又担心又害怕，
心
中不免埋怨母亲：
“妈妈你就不
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看你
被打成这样！”
但是看到母亲坚
持的眼神，
话到嘴边，
我也只能
硬生生地憋回肚里。
母亲被打伤的事发生过好
几次。当时我们家住在车队的
家属宿舍，
每次听到有熟人来叫
我赶紧去车队，
我都条件反射地
以为母亲是不是又被打了。
一般来说，家庭的教养角
色中，
母亲是
“温暖和培养”
的，
倾向于通过讲述和感情来直接
向儿童表达爱；
父亲是
“冷酷和
遥远”
的，
倾向于通过可靠的服
务和工作来显示对孩子的爱。
而我的父母却相反。我的成长
过程中，
母亲往往是家里对我唱
白脸的人，她对我既严格又严
肃。耳濡目染下，
我也逐渐学会
独立自主，
不断努力，
不断追求
上进。特别是今年，
人到中年，
工作异常繁忙，
我还努力去攻读
博士学位，
令很多亲戚朋友对我
刮目相看。我想，
这是母亲长久
以来踏实、认真、坚持的榜样给
我的精神指引吧。
感谢母亲给了我生命，塑
造了我的人格。如今母亲的黑
发上已经有了丝丝银光，就像
枫叶上的点点寒霜。面对严厉
的母亲，我不太习惯说出“妈
妈我爱你”这么肉麻的话，愿
我在冬夜的灯光下写下的这些
文字，能散发出我内心深处感
恩的芬芳，陪伴母亲走过悠悠
的岁月。
（作者系上海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
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