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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成长平台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在人类社会早期，渔猎、
种植、采摘与烹调等获取及制
作食物的活动是人类社会教育
的核心，家庭一直是传承饮食
习惯与饮食文化的中心，饮食
一直是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之
一。祖辈教父辈，父母教子
女，代代相传，本民族与本地
区的饮食方式与饮食文化得到
传承。如今，全家老小一起耕
作、收获、制作食物、分享食
物、教授烹调与饮食文化的场
景，正变得越来越少见、越来
越稀缺。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生活
的第一需要，保持着至高无上
的生命地位。正如明代王一清
在 《化书新声》 中所说：“民

之一日不食则形虚而败矣，二日
不食则形羸而病矣，三日不食则
形仆而死矣。然民以食为天者，
人之先务，不得不急。”可今天

“食”的传承出现了问题，富贵
病、暴饮暴食、垃圾食品、偏食
等饮食问题，严重危害人的健
康。

在美国导致人死亡的十大原
因中，常年排名前三位的是心脏
病、癌症与呼吸系统疾病，这些
疾病都与饮食有关。美国大约有
三分之二的人超重或肥胖。奥利
弗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是世界
上最不健康的一个国家，以快餐
为代表的美式饮食方式给每个孩
子带来厄运——与他们的父辈相
比，孩子们至少少活 10 年。奥

利弗在 TED演讲中说：“没有昂
贵的设备与医药，我用信息与教
育不知疲倦地工作，我在挽救生
命，我坚信食物的力量——食育
是家庭生活的基石，将我们和生
活 中 最 美 好 的 点 滴 连 接 在 一
起。”奥利弗也强调要在学校里
开展食育，“要让每个美国孩子
离开校园的时候，都学会做 10
个菜，这种技能将拯救他们的生
命”。

“作为发达国家，美国和英
国在肥胖与不健康饮食上也居于
世界领导地位。”这是奥利弗幽
默的调侃。但是其他国家也存在
这些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中的
印度与中国。中国同样需要饮食
教育的新思路。

中国儿童正在变得越来越肥
胖。在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
中，儿童是受到危害最严重的一
个群体。以饮食安全、卫生、
习惯、营养、生产、制作、传
统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为主题
的教育亟待跟上。食育要从学
校开始，逐渐普及到社区与家
庭，其中家庭应该回归烹调教
育、饮食传统与饮食文化的核
心地位，父母应该主动把健康
饮食纳入家庭教育。全方面的
饮食教育不仅能让孩子吃得安
全健康，而且让孩子学会生存、
学会做人，重新构建人与自然之
间的良性连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家庭亟待回归食育的核心地位

全面放开二孩，意
味着家庭教育面临着新
的课题。

作为养育了一儿一
女的妈妈，我的体会
是，添了第二个孩子，
并非简单地把养育一个
孩子的经验再重复一
遍。如果教育不好，就
会造就一对互相嫉妒、
争抢、打压的冤家。教
育对了，两个孩子可以
一起成为优秀人才，而
且他们会成为世上最好
的朋友，最近的亲人，
最得力的帮手，最可信
赖的那个人。

我清楚地记得，刚
刚有了老二不久，我们
全家驾车外出旅行，只
有几个月大的妹妹坐在
婴儿座位上，使劲揪哥
哥的头发，坚决不让哥
哥坐在她旁边。

别说孩子会嫉妒，
前几年我们家收养第二
只猫的时候，原来养了
6 年的猫姐姐就完全不
情愿接受这个新妹妹，
一有机会就发起猛烈攻
击。两只猫多次打得不
可开交，甚至有几次抓
得毛飞血流。

如何让两个孩子互
相不嫉妒、不争宠，让
他们不但和平共处，而
且互相帮助，一起做到
各自的最好，成为优秀
孩子呢，我的经验可以
总结为8项注意。

添个弟弟还是妹妹都是惊喜。有的老大特别想要个弟
弟，有的特别想要个妹妹，一旦不如愿，会很失望。妈妈
要让老大知道，弟弟还是妹妹，谁也不能保证，不论是弟
弟还是妹妹，都是惊喜，都将是一个很亲你的人。

给老大成就感。在第二个孩子尚未到来之前，要创造
机会让老大感到当哥哥姐姐的成就感。经常表扬老大，夸
他/她照顾体贴妈妈，就是照顾了未来的弟弟妹妹，弟弟
妹妹很感激。老大觉得自己起到了帮助弟弟妹妹来到这个
世界的作用，自然想继续对弟弟妹妹关心负责。老二出生
后，要尽量给老大帮忙照顾老二的机会，比如协助妈妈给
老二洗澡、帮老二选玩具等，这样老大觉得自己是很多事
情的决策者和执行者。

对老大重视有加。新生儿降临，亲朋好友会纷纷道
贺、送礼物、夸婴儿漂亮可爱，这种情景很容易让老大有
失落感，甚至产生憎恨情绪。所以父母在手忙脚乱之中，
也别忘了给老大更多的注意。比如和老大一起看看他/她
婴儿时候的照片，表扬他/她是会照顾弟弟妹妹的大哥哥

（大姐姐），每天让老大参与育儿⋯⋯让老大感到有了老
二，自己不但没有被忽视，反而显得更重要了。

别给老二特权。不要因为老二小，买东西就可以多
要，就可以有特权。父母要做到公平而不偏袒。我女儿不
到一岁时，不肯让哥哥坐在她座位旁边，揪哥哥的头发，
逼哥哥到第三排去坐。她当然没能“得逞”，虽然她很
小，我也要让她知道，两个孩子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她的
任性，就把哥哥赶到后面去坐。

千万不要挑起竞争。父母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
为了表扬一个孩子而打击另一个孩子。比如“你看你妹妹
做作业多认真，不像你，草草了事！”之类的话，就容易
形成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宠妒恨。

让俩孩子形成团队。多布置一些需要两个人互相协助
才能共同完成的任务，让他们在合作过程中感受到两个人
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比如，我让儿子和女儿合作点缀圣
诞树，哥哥负责往树的高处挂饰品，而妹妹给哥哥传递饰
品，也负责悬挂矮处的。任务圆满完成之后，表扬两个人
的共同成绩，而不去单独评价高处的还是矮处的更好。

让俩孩子互相喝彩。哥哥长成“大小伙子”后，对芭
蕾表演并不感兴趣，但只要有妹妹参加的芭蕾表演，哥哥
一定是去参加的，并在表演结束后给妹妹送上鲜花祝贺。
而哥哥在学校音乐会上演奏小提琴时，妹妹也一定参加，
祝贺哥哥的精彩表现。兄妹俩过生日时，都会收到对方送
的生日卡和美好的祝福。

不让坏话长腿生根。不鼓励两个孩子互相告状，鼓励
他们有意见就直接跟对方说出来，这样有利于对方改正、
进步，而背后告状只会恶化两个人的关系。两个孩子解决
不了的问题，可以一起和家长公开协商。另外，父母切忌
在一个孩子面前说另一个孩子的坏话，这不仅会降低孩子
对彼此的好感，还会让两个孩子之间产生不信任。

这8项注意，让两个孩子在正面积极的氛围中长大，互
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他们不光成绩好，而且阳光
善良、积极向上。哥哥凯闻高一就获得了北卡州东部地区
百科综合大奖赛高中部第一名，13岁时把他人生第一次挣
到的 3000 元钱全部孝敬了在中国农村的爷爷奶奶和姥
姥。女儿赛若三年级的阅读能力经过测试正式达到七年级
的水平，先后获得北卡州东部地区三年级和四年级数学大
师比赛金牌，课余时间给敬老院的老人们画画、演奏小提
琴。她的美国老师们经常开玩笑说，想“克隆”好多个赛
若放在每一个班里。

儿子出生时，我还是在读教育学博士的学生。7 年后
女儿出生时，我正在美国东卡大学争取终身教授。陪伴孩
子们成长的这十几年中，我的事业没有受到影响，不仅获
得了全美最高教育贡献奖，多次获全美国教育最佳论文
奖，而且被政府正式誉为“杰出教授”，担任美国家庭教
育学会主席、美国评估协会高等教育评估分会主席。在中
国也被聘为北师大客座教授、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
心专家，经常应邀在教育部主办的全国优秀校长研修班上
做讲座。

希望我应对养育两个孩子这一特殊挑战的办法，能对
中国的家长有所帮助。

（作者系美国东卡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系主任，著有
《龙妈妈鹰妈妈——中美合金教育培养成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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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莉自从儿子开始在美国上学，尤其是
上中学后，我就开始处于一种挣扎与矛
盾中。

我周围的华人家长，关心在乎的多
是孩子的功课，一见面就谈论孩子的学
习、学校。不论租房还是买房，几乎每
个中国家庭第一考虑的要素就是学区。
每次聚会，张家女儿得了州数学冠军，
赵家儿子获钢琴大赛头奖⋯⋯都是大家
伙儿羡慕的话题。而王家老大上了哈
佛，李家千金去了麻省理工，更是众人
仰望的目标。每当此时，我就油然而生

“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与惭愧。
脑子清醒时，我也明白，孩子最重

要的就是自由、健康、快乐地成长，先学
做人，做个身心健康的人，然后再谈成
才。一个人的成功，绝不能以成绩好坏、
名校与否、出身高低、贫富贵贱来衡量、
定义。但一旦面对儿子“不争强好胜”时
的状态，我的心却不时揪了起来。

美国的家长、老师，往往把能在孩
子身上找到的犄角旮旯芝麻大的优点，
都变成一堆西瓜大的优点而大大地表扬
一番，而我对于儿子的一些缺点总是感
到头疼。

有一次，儿子回家拿张考卷让我签
字，一看成绩是“B”，问起原因，他
照例轻松地回答“忘写什么什么了”，
一副很不以为然的样子。我的怒火就开
始往上蹿了。再问，他就回答“班里也
就两个人得 A，我后面还跟着一串 C、
D呢”。“那你怎么就不想着把自己变成
两个A中的一个呢？”我继续追问。“哎
呀，干吗非要得A呢？今天这样也挺不
错的。”儿子回答说。然后免不了一顿
训斥，一场争执，大家都不开心。下次
是因为粗心被扣了一堆分，训斥、争
执、不开心再次上演。

儿子是个慢性子，干什么都慢慢悠
悠的。一次，他上空手道课，第一次练
习单脚劈木板。大家席地而坐，轮流上
场。可轮到他，他就往后让，让了四五
个人还是不着急上场。在一边观看的我
急了，不管不顾地喊了他一嗓子，他回
头瞄我一眼，还是稳稳地坐着。课后他
解释说，他一直在观察别人怎么踢。一
是为了避免危险与伤害，先看看别人踢
了有事没事；二是要从别人的动作上找
到哪个点、哪个角度最容易成功。最后
他觉得有把握时才上场，第一脚试探、
感觉一下力度与角度，第二脚一脚到
位，把木板踢成两半。原来，行动之前
先观察，说明儿子有心计、有思考、有
分析，做事不贸然。

我常常拿李家女儿钢琴如何棒、张
家儿子数学如何厉害来教育儿子，而他
却说：“妈妈，你怎么可以把所有人的
优点优势拿来和我一个人比呢？这样不
公平。”冷静时仔细想想，我眼中的缺
点说不定是孩子的优点。他不争强好
胜，容易满足，平和不争，遇事就不会
想不开，自己就把心态调整好了。

有一天，儿子忍不住对我说：“你
能不能让我自己来安排课后时间，我会
控制好自己，保证做完作业，你的安排
让我做作业也不情愿、玩游戏也不痛
快。”那时他已是初三的学生，我想也
该他为自己做主安排并承担责任与后果
了。我同意了，后来偷偷检查了几次，
虽然他也常玩游戏，但每天都能把作业
做完。

儿子其实挺有自己的想法的。我去
学校参加关于青少年性教育课的家长
会，听说美国青少年从 14 岁就可以开
始约会了，我心里有点担忧。回家问儿
子怎么想。他说：“我们是中国人，和
他们美国人不同，班里有这样的男女朋
友，今天好，明天又不好了，没意思。”

一次学校组织去郊游，事先他买了
些口香糖。在回校的巴士上，大家又渴
又饿，他不失时机地掏出了口香糖卖给
同学。一盒口香糖成本大约一元多，他
卖七元。钱赚得虽然不多，但他知道动
脑筋，懂得抓住商机。平时他还靠帮人
割草、教小朋友钢琴挣零花钱，这不都
是他的优点吗？

儿子对人善良、宽厚，兴趣广泛，有
自己的见解，不随大流又不较真，这些正
是我所期望的。上帝创造了丰富的大千
世界，浩瀚无垠的天空中飘散着各种云
彩，有的大，有的小，但都在蓝天下自由
地飘浮，各有各的空间。相信孩子，阳光
下总有一片云彩是属于他的。

（作者系旅美华人）

每个孩子都有
一片自己的云彩

刘艺芬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如果一位母亲身患绝症，
不久将离开人世，不得不永远
告别自己心爱的子女，在有限
的生命中只能教给孩子一项本
领，她会让孩子学什么呢？这
并非虚构的假设，而是一位日
本妈妈的真实经历。

这位日本福冈的妈妈名叫
安武千惠，她在身患乳腺癌的
情况下，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
生下了可爱的女儿。她知道自

己不久将辞别人世，辞别可爱的
女儿阿花。她一直在思考，应该
教会女儿什么本领，才能让她即
使失去母亲也能照顾自己、照顾
她爱的人。

千惠最后决定教会女儿生命
中最重要的技能——做饭，这是
一个平凡的妈妈发自心灵深处的
朴实无华的想法：“会做饭意味
着能活下去，学习可以放在第二
位。只要身体健康，能够自食其

力，将来无论走到哪里做什么，
都能活下去。”

阿花过 5 岁生日的时候，千
惠送给女儿一条做饭穿的围裙，
教她拿起菜刀切菜、洗菜，学习
如何做早饭。这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阿花第一次拿菜刀时，千
惠紧张极了，“可还是忍住没出
声，也没伸手”。不久，千惠走
到了生命的尽头，但还是完成了
她生命最后的使命，教会了阿花

做饭。
从此以后，5 岁的阿花每天

早上 6 点就起床开始忙碌——洗
脸、喂狗、散步、洗手、做酱
汤、做早饭、吃早饭、刷牙、弹
钢琴、上厕所，然后自己去幼儿
园。她不仅自己做饭照顾自己，
还每天给沉浸在痛苦中的爸爸端
上一碗“爱心饭”，照顾爸爸，
让爸爸振作起来——千惠教阿花
做饭的初衷都实现了。

日本妈妈临终前的智慧选择

“我希望你知道，这些食
品早晚会害了你的子女。”“我
真切地感到悲伤与压抑！是我
正在害他们。”这个对话来自
吉米·奥利弗和爱德华·史黛
西。奥利弗是美国食育的领军
人 物 ， 在 全 美 推 广 儿 童 食
育。史黛西有两个患肥胖症的
孩子，这个美国第三代移民家
庭的饮食以美式快餐食品为
主，很有代表性。

史黛西挤在餐椅上，圆滚
滚的脸与脖子连成一体，从正
面几乎看不到脖子。史黛西面
前的餐桌上堆放着他们全家一
周的食材——牛排、比萨饼、
汉堡包、甜甜圈、热狗、芝
士、肉与面包。这座快餐食物
堆积的小山上不见一点绿色，

几乎没有蔬菜和水果。这位母亲
没有从学校与家庭学到过任何营
养或烹调的知识，全家长期吃快
餐食品，都得了肥胖症。她 12
岁的儿子贾斯汀因为身材臃肿到
处受欺负，女儿凯蒂 4 岁就得了
肥胖症。

吉米·奥利弗指着这些食品
说：“我希望你知道，这些食品
早晚会害了你的子女。”史黛西
顿时泪流满面。奥利弗问她：

“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史黛西哽
咽道：“我现在真切地感到悲伤
与压抑！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成功
的生活，而这些食品不会帮他们
获得成功，是我正在害他们。”
她含着热泪怪笑了一下，一副哭
笑不得的样子。看着她终于醒
悟，吉米欣慰地说：“你说得

对，你是在害他们啊！我们可以
阻止这种荒唐事了。”

奥利弗奔走在美国各地，从
大城市到乡村，从社区到学校，
他教主妇们如何选择正确的食
材，教孩子们自己动手做可口的
食物。他的目标是每个孩子走出
校门时至少会做10个菜。

还 有 一 个 令 人 震 惊 的 故
事，是我在推广儿童食育中遇
到的真人真事。2014 年秋天，
一位来自河南许昌的郑妈妈给
我打电话，哭着告诉我她两岁
多的儿子得了肝癌！郑妈妈有
一对双胞胎儿子，得病的是弟
弟。孩子因为肚子痛被送到医
院检查，检查结果令见多识广
的老医生震惊不已：从来没见
过 才 两 岁 四 个 月 的 孩 子 得 肝

癌。医生问清楚情况后顿时明
白，这孩子的肝癌是在家里吃
出来的。

原来，双胞胎的爸爸出身贫
苦，从小吃不到肉，现在经商成
功成了当地的“土豪”，不想让
孩子再经历自己小时候没肉吃的
苦。弟弟喜欢吃肉，尤其喜欢吃
烤鸭，爸爸就每天给宝贝儿子吃
一只烤鸭，终于吃出了肝癌。而
哥哥不太喜欢吃肉，所以身体还
比较健康。

孩子太小无法进行手术，医
生对他采取化疗与中药相结合的
治疗方案，出院之后再进行科学
的有机食养调理。吃出来的病，
用“吃”来解决，经过两个多
月悉心治疗，孩子的身体逐渐
恢复了正常。

吃出来的肥胖症和肝癌

中国儿童正在变得越来越肥胖。2017 年 5 月 11
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
发布的 《中国儿童肥胖报告》 显示，1985 年到 2014
年 ， 我 国 7 岁 以 上 学 龄 儿 童 超 重 率 由 2.1% 增 至
12.2%，肥胖率则由 0.5%增至 7.3%，相应超重、肥
胖人数也由 615 万人增至 3496 万人。如果不采取有
效的干预措施，至2030年，0到7岁儿童肥胖检出率
将达到 6%，肥胖儿童数将增至 664 万人；7 岁及以
上学龄儿童超重及肥胖检出率将达到 28%，超重肥
胖的儿童数将增至4948万人。

遗憾的是，很多家长在思考与筹划孩子教育的时
候，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语、数、英等知识性教育或
绘画、钢琴、小提琴、芭蕾舞等高大上的技能教育
上，烹调做饭这种普通的生活技能被排除在教育之
外，甚至认为孩子对洗衣做饭感兴趣是不务正业。随
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飞速发展，食品工业与餐饮业高
度发展，即食食品、加工食品与快餐食品随处可得，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餐厅，外出就餐和叫外卖成为生活
常态，彻底动摇了家庭在饮食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家
庭逐渐丧失了传承饮食习惯与饮食文化的功能。

吃喝非小事吃喝非小事 食育要跟上食育要跟上
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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