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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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日时光里的善美，总能让我汲
取到无穷无尽的力量，让我前行的脚
步更从容、有定力，也让我活得更像玉
珠处于清凌水，光明而沉静。

最近我常常想起我的姥爷，想到
姥爷留给我们的家风家训——重视教
育、信念坚定、勤劳朴素、乐观坚韧、善
良孝敬。姥爷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一笔
宝贵财富，也将传给后代，如时光一
般，永恒久远。

勤劳度一生

姥爷姓陈，在河北一个名为陈家
沟的小山村长大。那里山贫水瘠，交
通闭塞。姥爷是家中独子，4 岁没了
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姥爷一生育
有 6 个子女——我的母亲和我的 5 个
舅舅。

在我的记忆里，姥爷家几乎家徒
四壁，基本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姥
爷也从来不像电影、电视里的老人那
样，给孩子们讲故事、准备好吃的、带
孩子出去玩。姥爷天不亮就下地干
活：浇地、种地、锄地、割黄豆、掰玉米，
端着满筛子的草料喂骡子，高高地坐
在养鱼池水面上搭建的木板桥上，撒
食喂鱼⋯⋯常常等到星星布满天空
了，他才扛着锄头、铁锹，或赶着骡子，
满身尘土，疲惫地走进院子⋯⋯

姥爷去世多年后的一年夏天，舅
舅买了一件真丝背心，薄如蝉翼，柔似
肌肤。外婆见了，想起姥爷当年穿的
那件白洋布做成的背心——又结实又
硬，夏天不散热、冬天冰冰凉，还打着
大大小小的补丁，想到姥爷忙忙碌碌
一辈子，几乎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
服，不禁老泪纵横。

家里人口多，舅舅们又都小，只有
姥爷一个劳动力，日子十分艰难。在
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 3 年赤贫如洗的
日子里，为了给孩子们凑学费，姥爷不得不将自家的房子拆
了，变卖木头换钱。我大舅放学回到家，正好看到刚刚拆下的
椽子、檩条装在别人家的马车上，心疼得趴在那些木头上，哭
着嚷着不让人家拉走。当过多年村干部的姥爷安慰着舅舅：

“孩子，别哭！国家不会永远这样困难，咱们也不会永远过这
样的穷日子。等你们长大了，读书学文化，到时候，你们不仅
能为国家出力，还能改变咱们家的经济条件。有了钱，咱们买
红松木，盖更好的房子！”

家贫子读书

姥爷自己文化不高，但非常重视读书，供孩子们读书的努
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姥爷的努力，让我母亲和舅舅们都有比村里人高一些的
文化程度。受姥爷的影响，他们也都十分看重学习。我四舅
30 多年前去北京打工回来，专门给我买了一本蒲松龄的《聊
斋志异》。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有如此奇异的文言小说，真是大
开眼界。这本书是继《西厢记》之后，促使我与文学结缘的启
蒙书籍。四舅对我说：“打工的地儿离书店特别远，我走了好
长时间才到书店。”四舅总觉得有钱就该多买好书。多年之后
他来张家口，带给我儿子的礼物是一本厚厚的、图文并茂的

《上下五千年》。
我现在经常使用的一本小英汉词典，是三舅送给我的。

30多年过去了，每当翻开词典，时常有一种暖意涌上心头。
我母亲和舅舅们都很像姥爷，勤劳、朴素。他们或科技种

田，或经营养殖，或有经验丰富的木工手艺，或是国土管理局
的职员，都像姥爷一样重视子女的教育，从他们普普通通的农
家小院里已经走出了6名大学生。我在基础教育的一线工作
了 20 多年，荣幸地获得了省优秀班主任的光荣称号；表弟学
的是计算机专业，喜欢摄影，在摄影行业小有名气，月收入以
万元计；4 个表妹在大学学习经贸、农林和教育专业，其中两
个表妹正准备考研⋯⋯让街坊四邻羡慕不已。

如今，我母亲和我的5个舅舅全都有了自己宽敞的院落，
有了红砖灰瓦、高大敞亮的房子，椽子和檩条都是上好的红松
木；塑钢门窗、瓷砖贴墙、地砖铺地；装着空调或暖气，用上了
各种家用电器⋯⋯我们时常想到在国家和家庭都艰难困苦
时，姥爷衣食俱忧，信仰却坚如磐石。他重视子女的教育，他
相信国家的未来，他满怀憧憬和期冀。姥爷心里一定明白，地
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姥爷勤劳坚毅、乐观向上的精神财富
已经成了我们的家风，世代相传，弥足珍贵。

至善暖人间

有一年，80 多岁的太姥姥住在我姥爷家，身体一天不如
一天，她自知来日无多，非让我姥爷把她送回深山里没电、没
水、少人照料的老家。依照当地风俗，假如老人在女儿家辞
世，会对后代不利。年逾花甲的姥爷劝慰太姥姥说：“娘，您老
尽管放心地住着，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让您老人家挨饿。
您老就是在我这里老了（指死去），也没啥，孩子们将来过好过
不好，全看他们有没有本事，跟您老有啥关系呢？”

太姥姥听了我姥爷的话，安了心，再也不提回深山老家的
事，最后真的在女儿家平静地走了。

姥爷一生辛劳而贫困。他既不会说豪言壮语，也不会说
甜言蜜语，说话一向朴朴实实。他真心诚意善待自己的岳母，
丝毫不怕违背农村根深蒂固的陈旧风俗，为岳母养老送终。
这种可嘉可敬的勇气和力量，源自他内心真正的善良吧。

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我曾祖父晚年卧病
在炕不能自理，我父母就把曾祖父接到我家细心照顾：准备的
饭菜都是好咀嚼易消化的，常常拿着裁剪衣服的大剪刀给曾
祖父修剪严重变形、又硬又厚的脚趾甲，一边做饭一边陪曾祖
父东一搭西一搭地闲聊⋯⋯一天早晨，曾祖父倒在我父亲的
怀里，安详地离开了世界。

有姥爷真心诚意地侍奉太姥姥在先，方能有母亲真心诚
意地侍奉曾祖父在后。这种无言的精神传承，让我面对自己
父母、婆婆时，也尽己所能地孝敬他们：病榻前端茶递水、尽心
陪伴；不在身边时常打电话问寒问暖、寄钱寄物。所有这一
切，我的儿子川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前几天，老母亲和我
微信视频，高兴地说：“川给我网购的桂花树苗和赣南脐橙
都到啦！他还说，这两天正忙着复习，准备考研呢。”母亲
的话让我十分欣慰。我知道，有一种优秀的品质，像一条河
流，从姥爷那里缓缓地流淌到现在，在我们一脉相承的血液
里绵延不绝。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十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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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秀芳

中国的家长似乎有一句约好了的口
头语，很能代表他们的家庭教育观。这
句话就是“你只要好好读书就可以了”。

这样的家庭教育观，最直观地体现
在每天放学时的校门口。小学的孩子走
出校门，第一件事就是把书包甩给家长，
然后要钱买零食吃，开心地和同学吃着、
笑着、跑着。家长大多是爷爷奶奶，百依
百顺，背着书包在后面跟着追。公交车
上也常见老人背着书包颤颤巍巍站着，
孩子心安理得地坐在座位上。

有的中学生家长也是同样的戏码，
也是第一时间接过书包，恨不得替孩子
做好一切，背个书包都怕累着孩子。可
想而知，回到家里他们也什么都不要孩
子做，“你只要好好读书就可以了”。

这些家长的动机当然都是“爱”，却
不知道父母如此自作多情的凡事包办代
替的“爱”，只能把孩子养成痛苦而低能
的“巨婴”。

某县出了一个神童，从小很会读
书。明明是普通家庭，妈妈却把孩子当
皇帝供着，任何事情不让孩子做，理由是

“我儿子以后是科学家，将来这些事有保
姆干”。妈妈一路陪读到儿子本科毕业，
孩子学业成绩的确很好，被保送读研，妈
妈还要陪读，被学校严词拒绝。然而，这
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已经被妈妈养成了
巨婴，生活完全无法自理，连什么季节穿
什么衣服的基本常识都不懂，乱用同学
的东西且用哪丢哪，甚至可以左脚穿甲
同学的鞋、右脚穿乙同学的鞋。他不仅
完全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学业上也是
想做就做，没有时间观念也没有组织观
念，最后被学校劝退，和妈妈也反目成
仇。一个神童就这么被毁掉，妈妈追悔
莫及，知道是自己害了孩子。

有的家长觉醒得比较早，及时改变，
就减少了对孩子的伤害。有位妈妈一天
做好饭，喊女儿来吃。7 岁的女儿没理
睬，妈妈着急有事就先吃了。女儿走过
来，怒视着妈妈问：“我的饭呢！”那一刻，
妈妈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帮女儿盛了 7
年的饭，从没见过女儿感激，偶尔一次没
盛饭，女儿就兴师问罪了。从女儿愤怒
的小脸上，妈妈读到的是：你欠我的，该
我的，为什么不给我盛饭！妈妈由此反
思，我自作多情地辛辛苦苦，其实是剥夺
了孩子成长和锻炼的机会。父母看似巨
大的爱心，却培养出孩子巨大的私心。
幸亏孩子还小，这位妈妈及时觉醒，及早
纠正，给孩子的成长锻炼留了机会。

但祖辈往往没有这么明澈痛快，即
使告诉他们溺爱会害了孩子，他们还是
会强调：“我就是舍不得，我就要惯着，我
就要帮着做。”“都是些小事，孩子长大就
好了。”殊不知，有病的秧苗怎会长得
好？长歪的树如何成才？小毛病长大不
会变好，只会越来越差，甚至差到无可救
药。

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让人哭笑不得
的节目。一个 30 多岁的年轻人打电话
求助电视台，说他受到了爸爸的虐待，申
请法律援助，甚至要求修改宪法。记者
赶快下去采访，这个年轻人是残疾人
吗？受了什么虐待？结果出现在镜头前
是一个高大健康的小伙子，他振振有词
地诉苦：“父母生了我，就应该养我到
死。否则你就不要生我。生了我就要对
我负责到底。我爸爸挣钱比我多，就应
该养我。”这个小伙子认为父亲现在不给
他钱、不让他住在家里，就是自私，就是
对自己不负责。

接着记者采访这个年轻人的哥哥。
哥哥自食其力，已经成家生子。哥哥介
绍说，爸爸很勤劳，为弟弟吃了很多苦，
从小惯着他、依着他，一直把他养到现
在，爸爸很不易。

镜头转到他们的父亲，这个儿子口
中“挣钱比我多”的爸爸是收废品的，一
脸沧桑，老实木讷。老人搓着长满老茧
的双手说：“儿子只要讲点卫生，我就会
让他住在家里，但他太脏太懒，吃饭都要
送到床上，饭碗放在床上几天⋯⋯”

无语，愤怒，也为这位老人担心不
已。但仔细想想，这个自私的巨婴也是
受害者，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30 多岁
的巨婴，谁都难以改变他，他的一生该多
么无力，他的妻子儿女该多么痛苦！

溺爱孩子的家长觉醒吧，家庭教育
无小事，小事积多成大害。不要以爱的
名义剥夺孩子全面成长的机会，不要以
自作多情的“爱”培养出自己痛苦、父
母追悔莫急、增加社会负担的巨婴。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
有《温暖的爱幸福的家》）

家长自作多情
反而养出“巨婴”

闫玉兰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作为生活世界的家庭的
教育当是“细无声”的。家
庭对孩子的深刻影响，更多
的是非言语的，父母的言谈
举 止 、 思 想 观 念 、 价 值 取
向、行为习惯等不在言教之
中的无形影响，是最直接、
最深刻的家庭教育。

不少家庭教育经验传授或
宣传给人一个错觉，似乎那些
优秀孩子的家长懂得很多，说
教很多，很有“生公说法，顽
石点头”的声势，反之则不能

称之为“重视子女教育”，这
是一种误解。一种经验要让大
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能依靠
语言来叙述，如果过于简洁别
人可能听不懂。但家庭的教育
和影响更多是依靠示范、效
仿、养成，依靠家庭良好的心
理环境、良好的亲子关系。真
正的好家长都不经常说教，即
使讲道理也很简洁。

有孩子写作文说：“每天
放学一回家，妈妈就像蚊子一
样在我旁边飞来飞去，‘嗡嗡

嗡’的，不想听又没办法。”一
个三年级男孩子的作文写道：

“我爸爸有一个缺点就是爱讲道
理。有一次我不想多做题，爸爸
就讲了一个晚上的道理，我就更
不想做了！”

诸如此类孩子的无奈，需要
我们家长反思。家庭教育要学会
说短话，长篇大论不适合家庭日
常交流，而且破坏家庭教育“宜
淡、宜缓”的气氛。更重要的
是，缺乏和谐安静，孩子的任何
灵感和良好体验会在家长喋喋不

休的叨念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宜淡、宜缓还意味着家庭要

重视积累文化底蕴，家庭教育的
良好环境也就在其中，教育的方
式也在其中了。在浓浓的文化
底蕴中，绝不是生硬制造出的
教育场景，家庭教育“因机设
教”，在家庭生活中自然进行。
自然质朴、典雅博学的家庭，
就是好的家庭教育本身，“俯拾
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
著手成春”说的就是这种宝贵
的教育情境。

家庭教育本该细流无声

做家长的由于愿望殷切，
或紧张不安，容易把家里的教
育气氛弄得很浓烈，音调弹得
很高，自己则投入了整个心
身，早期教育、智力开发、艺术
熏陶⋯⋯家长密切注视着孩子
的每一个变化，凡有点进步都
带给自己极大的喜悦、无穷的
幻想，然后又把各种指标拿来
对照，与别的孩子比较，若有某
个不足，就赶快教育加码。

一般来讲，有见识的家长
往往低调处理孩子早期的出众
之处，让孩子感觉自己与其他
孩子没什么不同，更不会用

“太聪明”一类的词去夸孩

子，尽力保持孩子成长的自然
气氛。为什么孩子需要这样的
心理环境和气氛呢？因为孩子
年幼，对于“太聪明”一类的
概念并不能正确判断，不恰当
的夸奖和惊喜会扰乱孩子心智
发育的正常过程。

有位母亲知道孩子智力测
试的结果“超常”，可她没告
诉任何人，连孩子的爷爷奶奶
外婆外公也没告诉。孩子因经
常被夸奖聪明，回家问道 ：

“他们都说我聪明，妈妈你说
我聪明吗?”这位母亲说：“你
比较聪明。”随后强调说：“学
习好不能只靠聪明，要靠努力

刻苦。”孩子避免了被异常的气
氛包裹，性情自然淳朴、谦逊羡
贤、刻苦勤奋，后来以好成绩考
上一流大学，毕业后获全额奖学
金求学美国，依然恬淡好学。

孩子成长起来需要一个自然
发展的时间表，这个时间顺序是
人工努力无法改变的，如果有所
谓加快很可能只是增加数量的灌
输，如大量识字、提前计数等，
孩子其他的发展未必能跟上，这
种单一加快认知步骤的做法缺陷
很多，并不适合大多数孩子。

童年身体的充分活动更重
要，例如孩子“淘气”获得的玩
耍经历、快乐体验，就比提前识

字重要，儿童在学前几年能尽情
地奔跑、跳跃、踢球、打陀螺、
捉知了⋯⋯然后再上学读书，就
会发展得更好。

即便从智力启迪角度讲，早
期教育的内容绝不能限于单一的
符号学习，丰富孩子对世界的
感觉：视觉、听觉、味觉、触
觉、体觉等，才是科学的智力
启迪。例如给孩子色彩丰富、
形状多类的实物或图文，多听
经典音乐或朗读，多动手、多
跑跳，都是促进感觉丰富，感
觉敏锐的智力开发，保持孩子
对世界的好奇心，更是启迪智
力的极佳方式。

教育常态应保持淡泊舒缓

生活世界的基本常态是淡泊、简洁、日常、有序
的，家庭教育也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常态中进行的。
热闹非凡、虚张声势都不符合家庭教育的本原状态，
无论家长教育目标多高，对孩子的要求如何严格，教
育内容如何丰富，家庭的教育都应该简洁、淡泊、相
宜，否则就难以持续。

米面是淡味的，唯其淡，才成为人的主食而一生
不厌，大醇大味的东西谁也不可能一日三餐享用一
世。家庭教育时间长，如果教育调门很高，能持续多
久呢？教育气氛太浓，如频繁说教，谁能受得了呢？
因此家庭教育一定要适宜，气氛淡一些，节奏缓一
些。

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气氛宜淡宜缓气氛宜淡宜缓
赵石屏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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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家庭教育气氛弄得太
浓重，在于家长忘记了自己做
的事情是家庭的教育，而不是
去替代学校教育。学校、家庭
和社会对孩子各自主要承担什
么责任，怎样划分才更合理，
理论界还有争论，但有一点可
以肯定，相互取代是不必要
的，也不可能取代，需要的是
家庭和学校的功能互补。现代
社会绝大多数家庭还得依赖学
校功能，尤其知识、技能、专
业能力方面，家长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取而代之。

有家长担心学校的弊端会
毁了孩子，于是让孩子脱离学
校在家里自学，家长这种意愿
看似有些道理，但在现代社会
背景下，此种举措并不可取，
至少不可能成为绝大多数家长
的选择。从儿童成长来说，学
校的教育功能家庭并不具备，

单单同伴这个群体的重要功能
家长就无法提供，所以家庭毋
须取代学校教育。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有
的学校把学生家庭当作学校教
学的延续，要求家长每天必须
辅导、检查、签字，许多老师
每天将作业布置到家长的手机
上，家长须按照学校的要求去
辅导监督孩子的作业。我问过
不少家长，每天为了完成学校
的要求平均要花去一两个小
时，甚至更多，家长为此叫苦
不迭，又无可奈何。

家校共育要有各自的边
界，家庭教育不能替代学校。
对此有几个问题需要斟酌思
量。一是学习本该是孩子的任
务，作业布置给孩子就行，而
发到家长手里就是溢过边界
了，家校合作是各自的教育功
能互补，而不是二者的职责混

淆。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给家长减
负，针对的就是这种责任旁溢、
边界不清的家校合作。

二是孩子需要在信任中成
长，要求家长每天签字，潜在的
含义就是学校的假定是“有罪推
断”，即假定每个学生都不能好好
完成作业，除非家长签字证明。这
样的教育前提是大错特错的，每个
孩子每天都必须要他人签字才能
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这就是我
们给孩子们的精神空间，那么这个
精神发育空间何等狭小！从长远
看，那些最重要的品质，诸如自我
激励、奋发努力、求知若渴、不断追
求超越自我⋯⋯都很难发展起来，
更何谈成长为精神巨匠，成为大
师。这是家长和学校都要考虑的
事关长远的问题。

了解和检查孩子功课的家长
要卷入有度，应该力求简洁，最
好不要每天都盘问，每天都检

查，更不能代替孩子做仔细复
查。即使学习不够自觉的孩子，
也要锻炼他们对自己的学习负
责，长年累月追着赶着总不是办
法，闹得一大家子都在读书作
业，失去家庭的教育常态。

强调家庭教育的气氛要淡一
些、舒缓一些，因为家长的主要
任务不仅是督促孩子念书，而且
还要用较长的时间去了解和发现
孩子的“天生之材”究竟适合做
什么，帮助孩子找到最适合自己
的一条路，这就需要让孩子在自
然、常态的环境中成长。家长念
叨似的不停说教、渲染得很浓烈
的教育气氛，都会扰乱孩子成长
的自然行进。

（作 者 系 重 庆 师 范 大 学 教
授，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
委员会常务理事，重庆市家庭教
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做个懂
家教的好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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