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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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父母的都希望孩子成功，但现
实生活中却常常发现，有的孩子不仅没
有成功，反而失去了本来可以有的正常
发展，甚至可能得到的超常发展，“被父
母教坏了”。

一般来讲，儿童面临着两条成长道
路：一是正常长大成人，身体、心智、德行
都得到至少正常的发展，有的还可能获
得超常发展，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正常
人或社会精英；二是成为问题儿童，小时
候是不招人喜欢的“熊孩子”，是智力没
问题但学习成绩跟不上的落后学生，长
大后罔顾社会规则，这些原本没有任何
问题的幼儿，最后“长歪”了。

孩子有怎样的人生，作为第一任教
师的父母责任重大。家庭教育的目标不
仅在于追求成功，首先还在于止损，别
让你不恰当的教育方式给本来可以好好
发展的孩子造成损失。

比如，在家庭教育中，该宽松还是严
格、放养还是圈养，主张不少，反对、赞
成、走中间路线的兼而有之。有的人认

为今天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失之于
宽，用的是例举法，举出一些公共场合父
母对孩子放任不管招人厌弃的例子，主
张对孩子教育要坚持严格管教。

有的人认为在尊重儿童独特价值的
基础上才可以谈论教育的宽松或严格。
童年是有自己独特价值的，孩子之所以
为孩子，就在于此。孩子不仅仅是要被
成人教育、用规则驯化的物种，还有自
己认知世界的独特方法，有自己玩耍游
戏、好奇、探索的天性。

孩子和成人之间是有分歧的。你看
一朵花好，在那里欣赏吟哦，在孩子的
眼里，可能觉得这朵花反不如旁边窜过
的一条脏兮兮的黄狗。对孩子实行严格
教育的家长，之所以容易栽跟头，大抵
是因为总想用自己的规则、标准、想法
去要求孩子。有时越严格越适得其反，
越适得其反越严格，最后连孩子当初本
来具有的一点活泼可爱、好奇探索的心
性都被抹杀了。这样的严格，不仅没有
帮助孩子正常生长，反而让孩子的正常
生长受到伤害。

儿童是需要教育的。一味地让孩子
爱怎么玩怎么玩，这被称之为“傻玩”。

幼童“傻玩”是他触摸、探索、认知世界的
一种方式。但孩子长到上幼儿园阶段，
如果还是“傻玩”，那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就在这样的孩子身上失去了。

教育就是形成好习惯。家长、教
师，能够帮助幼小的孩子形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学习习惯，还要注重形成好的
行为举止、做人习惯。这样的培养和家
庭教育的宽、严其实关系并不大。

如果对一些“熊孩子”的行为形成
追根溯源，会发现并不是在于家庭教育
的宽严，而在于其父母本身并不具备某
些好习惯和好的行为方式影响了孩子。

要实现家庭教育的“止损”，首先
还在于家长。你要让孩子做个正直诚实
的人，如果自己身上没有这样的品格，
很难。当然一个没有这种品格的家长，
也很少会对孩子提出这样的要求。

宽就不好？严就好？没有绝对的对
错，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度。

把握好度，才能止损，才可能实现
成功。但度在哪里？比如，在大自然的
环境里，让孩子尽可能放松、舒展，不
要那么刻板，做个没形象的顽皮孩子；
在公众场合，让孩子学会尊重、体谅、

自律，做个绅士淑女。
孩子需要自信从容，需要独立而能

融入社会，这需要学习知识、培养能力，
也会给孩子带来压力，让孩子感觉到辛
苦、不自由。所有的优秀和成功，总是要
付出汗水和辛劳的。问题在于给孩子提
供适合他们的学习途径和方式。这同样
很考验家长的教育水平：严格、宽松的教
育方式都可能获得成功，但棍棒式教育
的严格、完全放任的放养，却并不可取。
宽严相济最难做到的是夫妻两人在宽严
问题上出现分歧时能否形成协调和一
致，如果形不成一致，也会“宽严皆误”。

教育也要讲究中庸之道，就是恰到
好处。对孩子的教育要恰到好处，这是
一个技术活儿，没有谁天生会做家长，
需要学习；没有谁会在家庭教育中永不
犯错、从不犯难，这需要反思。没有谁
能确保自己在教育孩子这桩事业中获得
成功，作为家长，我们能做的，除了尽
可能追求成功，另一个基本的目标应当
是尽可能止损——不要因为我们的失
误，让孩子本来具有的潜力和天分受
损，误了孩子。

（作者系本报记者）

家教的目标首先在于止损
刘华蓉

周六驱车来到30公里外的妈
妈家。一进家门便看到老妈在阳
台外的小菜园忙碌。只见不大的
园子已被妈妈用长条红砖隔成 8
块长方形的格子，新翻的泥土散
发着清香，冬天深藏在地下的韭
菜根和小葱已冒出了嫩绿的新
芽，院墙边上的杏树枣树和海棠
树的枝条上也有了浅粉色的花
苞，静静等待一场春雨过后竞相
开放，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安静
了一冬的小菜园又要焕发勃勃生
机了。

坚韧执着的妈妈

妈妈今年 75 岁，身板硬朗、
面色红润，如果不说，谁也不会
相信她是一个有着 30 年糖尿病
史、经历两次大手术的老人。妈
妈20岁中专毕业，从唐山老家背
着行李来到宣化，一晃已经过去
50多年。

妈妈毕业后跟十几个同学一
起分配到宣化第一陶瓷厂，先在
车间当技术员，跟工人师傅们一
起制坯、贴花、镶金，然后调到
研究所参与新产品的研发和样品
保管，从普通工人一步步成长为
车间主任、研究所副所长，在陶
瓷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妈妈经常跟我们谈起她在工
厂里的经历，住单身、挖防空
洞，抽调出去搞“四清”。因为性
格耿直、敢讲真话，受到工人师
傅们的欢迎，同时也受到个别领
导的排挤和打压，吃了不少苦
头，经历了许多事情，一点点摸
索、一点点成长。就这样，妈妈
练就了吃苦耐劳、积极乐观、坚
韧不拔的品格。

妈妈年轻时长相清秀、心地
善良，在农村搞“四清”时遇到
了爸爸。爸爸1964年大学毕业分
配到宣钢，同年抽调到宣化下边
的庞家堡参加“四清”工作，两
个人在工作中相互帮助，生活中
互相关照。因为同乡的缘故，两
颗年轻的心渐渐靠近，迸发出爱
情的火花。妈妈把爸爸领回姥姥
家里，并没有得到姥姥姥爷的支
持，他们嫌爸爸家是农村的，经
济条件不好，觉得爸爸身体瘦
弱，脸色不好，怕他有病，不同
意他们在一起。可是妈妈从唐山
回来就跟爸爸领了结婚证。虽然
没有家人的祝福和帮助，但她认
为爱情是自己的，她认准的人就
不放弃。

给我一个温馨的家

事 实 证 明 她 的 选 择 是 正 确
的，两个人情投意合、相亲相
爱、相扶相持，一起走过50年的
婚姻生活。年轻时，爸爸工作
忙，经常出差在外，家里的轻活
重活妈妈都主动承担起来，不仅
操心家中的柴米油盐，就连挑水
买粮这样的体力活也抢着干。

记得有一次家里的块儿煤用
完了，剩下的煤末妈妈打算和些
黄土拓成煤坯，留到冬天封火
用。正好是个星期六，爸爸在
家，我们借了邻居家的平板车，
到10公里外的山坡上挖黄土。记
得那是为数不多的一次集体活
动，我和妹妹高兴得就像飞出笼
子的小鸟，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去时空车，爸爸把我们抱到车
上，妈妈在旁边扶着车子，一路
谈笑来到郊外。

到了地点，爸爸抡起搞头先
把黄土挖松，妈妈一锹一锹装到
车上，我们两个一个拿小铲一个
拿扫帚，跑来跑去地帮忙，不一
会儿平板车上就堆了小山一样的
黄土。我们清扫了现场，稍做休
息就往回赶。爸爸在前面驾辕，
我们娘儿仨在后面用力推，两个
多小时的路途我们一个小时就到
家了。这次活动虽然过去了很多
年，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
里，每每回想起来都倍感亲切如
昨。我一直为能生活在这样的家
庭感到温暖幸福。

到了晚年，妈妈对爸爸更是
关爱呵护有加。2007 年爸爸得了
脑梗，出院以后行动有些缓慢，
腿脚不够灵活。妈妈害怕爸爸一
个人出去不安全，形影不离地陪
伴身边。放弃了自己的爱好，舍
弃了朋友同事的聚会，拖着自己
有病的身体，尽心尽力服侍爸
爸。每天他们手牵手相依相伴的
身影成了小区一景，引来旁人的

驻足和赞叹。妈妈常对我们说的
一句话就是：一辈子在一起不容
易，相互爱惜、彼此珍惜，尤其
是在他困难的时候，更应该给予
安慰和支持。妈妈的爱情晶莹剔
透，为爱情甘愿付出，认准的人
相伴一生，用她的相濡以沫诠释
着爱的责任与担当。

妈妈热情开朗，乐于助人，
操持家务更是一把好手。记得小
时候，由于父母是双职工，我和
妹妹一岁半就被送到农村奶奶
家。上世纪 60 年代国家还不富
裕，每家每户的粮油肉食蔬菜都
是凭票供应。因为冬天爷爷奶奶
要带我们回宣化过冬，妈妈爸爸
整整一个夏天就吃高粱米和玉米
面，把白面和大米攒下来留给我
们。记得那时我们的邻居彭大爷
是外贸公司的经理，逢年过节妈
妈就托彭大爷买猪头和羊杂下
水，煮好了晾凉，切成小块儿装
在小碗里冻到窗户外面，每顿饭
蒸一小碗或熬进菜里，大家都吃
得很香。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
是妈妈用她勤劳的双手、细腻的
感情经营着这个家庭，让孩子们
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让老
人用愉快的心情享受天伦之乐。
我和妹妹一直庆幸妈妈在我们年
幼时营造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家。

为我树立一生的榜样

妈妈做事认真，无论工作生
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退休后的
生活更是幸福温馨。2015 年爸爸
妈妈换了新房，一楼带 30 平方米
的花园。妈妈拿出对待工作的认
真劲，把这个小花园经营成了她
的小菜园。春天来了，妈妈就拿
出纸笔把她小菜园的布局画出
来，买好菜籽，施上羊粪，每天
早晨早早起来翻地浇水，忙得不
亦乐乎。

到了夏天，妈妈的菜园总是
第一个长得郁郁葱葱，韭菜小葱
油菜这些小的作物就成了我们餐
桌上的有机蔬菜。到了秋天，苦
瓜丝瓜砍瓜挂满架子墙边，惹来
街坊邻居的羡慕。她总是摘下来
给这家一个给那家一个，小区里
的住户常有人来观摩，大家都对
老妈的菜园赞不绝口，竖起大拇
指说老妈是名副其实的优秀园
丁、劳动模范。一个豁达平和而
充实的妈妈成为我们一生的榜样。

妈妈爱我们，她陪伴我们长
大，用温暖的胸怀包容我们，用
高尚的品格引领我们，用实际行
动影响着我们。她对待爱情的执
着，她为家庭的付出，她面对困
难时的乐观，对待疾病的积极态
度，与人为善的举动都被我们看
在眼里，潜移默化地植入我们生
活，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世上只
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个宝。
虽然我们都已长大成人，有了自
己的事业家庭，妈妈在，孩子的
心就踏实，心有归属。祝愿妈妈
健康长寿，快乐永远。

（作者单位：张家口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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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红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儿童游戏治疗
师、亲子关系专家劳伦斯·科恩在《游戏
力》一书中认为游戏是孩子的第一语言，
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第一步是及时而准确
地“翻译”出孩子行为背后的内心需求，
第二步是将我们的关怀、爱心、赞赏、鼓
励、期望和界限等，“翻译”成让孩子容易
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可以说，游戏是亲
子沟通的“双向翻译机”。

生活中面对压力而紧张的时候，我
们总是把游戏的环节丢到脑后。“游戏
是一种生活态度，游戏不仅好玩，也让
家庭教育更有效。”劳伦斯·科恩认为
游戏力包括联结和态度两个方面：联
结，就是家庭有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关
系，可以让一切都顺畅地进行；游戏化
的态度，这需要我们非常深地向内去看
自己，去审视自己的期待，以及自己对
孩子的担忧等。

如何做一个拥有游戏力的家长？劳
伦斯·科恩建议家长掌握五种工具。

建立联结可以解开绳结

劳伦斯·科恩认为联结是一种状态，
它容易意会，却很难言传。当父母与孩
子建立联结、向孩子传递爱的时候，他们
就感觉很安全。而父母与孩子联结断
裂、对孩子生气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得很
胆怯、很紧张或者很恐惧。孩子不在乎
我们在乎的那些事，比如说希望房间保
持整洁；我们也不在乎孩子在乎的那些
事，比如一两岁的小孩坐在自己的餐椅
上，会不停地把他的食物、东西往下扔。
劳伦斯·科恩举例说，父母不在乎孩子干
什么的话，我们与孩子的“联结之塔”
就破碎了。

联结断裂是很多行为问题的根源。
“对父母来说，游戏是与孩子重建联结
的最佳方式之一，因为游戏欢乐、有
趣，并且要求我们大人跟随孩子进入他
们的世界。”父母与孩子重建联结的首

要任务是坐到地板上与孩子一起玩，听
听他们说什么。

如果两个孩子为了争抢一个玩具而
打起来，孩子之间的联结是断裂的，而
你和他们的联结也是断裂的。劳伦斯·
科恩建议：“父母不要冲着孩子大吼大
叫，而是跟孩子说：‘终于轮到我来玩
这个漂亮的小马了，难怪你们总是为这
个打架，它看起来真漂亮，现在终于轮
到我玩了。’结果每一次都奏效，因为
你成了他们俩的敌人。”

日常生活中家长会和孩子产生冲
突，让家庭氛围非常地紧张，这称之为

“绳结”。劳伦斯·科恩认为传统说教的
方式是无用的，需要想办法把这个结松
开。他5岁的女儿有一次突然说：“我不
会穿衣服，你得帮我穿。”那时无论从事
实上还是从逻辑上来说孩子都会穿衣服
了，他很自然地跟女儿争论起来，这样他
们之间的问题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绳结”
了。劳伦斯·科恩说：“我尝试去帮她，当
靠近她的时候，有点紧张，看起来不像真
的想帮她的样子：‘好吧，我来帮你。’”女
儿说：“你走远点，你走远点。”“好好好，
那我走了。”女儿又说：“别别别，你得待
着，你得帮我。”这样他们的绳结就慢慢
地松开了。

联结断裂就是和孩子不在一个频道
上，需要一些工具帮助我们跟孩子调出
相同的频道。“调频也是游戏力理论中
的一个领域，相当于你想从收音机中收
到一个频道，需要不断地去转那个旋
钮，找到最佳的位置。”用到人和人的
互动上，如你看着孩子的眼睛，你们俩
有眼神的交流，当他做出一个表情的时
候你回应他，这就是调频。

当孩子刚刚去探索世界，从你的身
边走开，走几步以后，他们会回望一
下，跟你确认是不是可以。然后你就用
眼神告诉他你做得很棒，这也是调频。

“调频的游戏适用于所有的成人和孩
子，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调频过程，因
为你需要靠能量去调频，你感受到自己
的感受，同时感受到对方的能量。”

劳伦斯·科恩举例说，对那些有攻

击性的孩子来说，身体游戏是一个特别
好的方式，让孩子释放一下他的能量。
身体游戏也适合那些胆怯或者害羞一点
的孩子，因为你会跟他的力量去匹配，
他就会感觉到你内在的力量。相互推手
游戏的最后一步可以进行到有竞争的环
节，让孩子通过努力获得胜利，从而建
立起内在的自信心。到一个节点时孩子
会说：“不要老让着我，我需要一场公平
的竞争。”

用充满联结的方式说“不”

“你不能要这个东西”“你不能这么
做”，或者“孩子你不应该做这事”，我
们 有 时 候 不 得 不 对 孩 子 的 要 求 说

“不”。劳伦斯·科恩认为人们不愿意轻
易拒绝别人，因为一旦说“不”的时
候，好像总得带着怒气去表达。我们害
怕拒绝孩子，他们会哭或者很生气。我
们给孩子设限，自己就会觉得很困惑也
很受挫，因为设限意味着我们和孩子的
联结断裂了。

如何既能保持联结，又给孩子设限，
劳伦斯·科恩建议首先要注意我们的语
调，学会用放松的语气说“不”。如“我今
晚可以吃冰激凌当晚饭吗？”“我今天可
以不去上学吗？”“我可不可以不上高中
了，我想去参加乐队。”等等。面对这类
问题，我们可以用放松的方式说“不”，
以便和孩子产生共情：“我特别理解你
把冰激凌当晚饭，肯定特好玩。”“今天
不用去上幼儿园，我一整天都在家里陪
着你。”“你希望从高中直接退学，然后
去参加这个乐队。”

说完他就会想这只是自己的愿望和
想象。用这种联结的方式说“不”，就
让孩子将这种幻想真的想象出来。

劳伦斯·科恩认为在联结状态下说
“不”，就是用积极暂停取代消极暂停。
不要让孩子到房间里去冷静，或让他自
己坐在一个冷静角、楼梯或者凳子上反
省。“只有孩子感觉到联结断裂，他们才
会出现不良的行为，如果用消极暂停的
方式去对待他们，就会导致更多的联结

断裂。
父母应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把他们领

到非事发现场，跟他们坐在一起面对刚才
发生的事情。很多父母会担心：“如果孩子
有了不良行为，我还拥抱他，还对他表示
爱，这是不是在鼓励他们，让他们继续有不
良行为呢？”劳伦斯·科恩说：“我从来没有
见过孩子这样认为，因为当孩子有不良行
为的时候，非常渴望得到爱和关注，当父母
给了他爱和关注的时候，他就放松下来
了。”

蓄满孩子的空杯

每一个人生下来内在都有一个杯子，
需要用爱、情感、关注去注满它。“杯子满
了，孩子会变得合作、快乐、充满创造力。
杯子空了，孩子会变得不爱合作、愁眉苦
脸，不停地制造麻烦。”对于婴儿来说，我们
怎样才能蓄满他们的杯子呢？比如说给他
们提供食物、让他们感觉到温暖、他们需要
的时候去抱抱他们。孩子长大一些后，通
过做一些很有趣的活动，和朋友在一起，让
他们体验到成功的感觉，去蓄满他们的杯
子。当孩子有不良行为的时候，通常也意
味着他们内在的杯子是空的，我们要成为
一个能够蓄满孩子空杯的专家。给他们拥
抱、情感的支持和关爱，或者是倾听他们，
或者是对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帮助
孩子蓄满杯子。

“蓄满的杯子，也就是亲子间的紧密联
结，会在孩子的内心建立安全感。有安全
感的孩子会合作、自信、灵活。而安全感的
缺失，就可能导致孩子紧张和胆怯。”劳伦
斯·科恩还提醒家长不要忘记蓄满自己的
杯子，如果你一整天去倾听他人，把你的关
注给予他人，谁又给你这样的倾听和关注
呢？你要确保你的杯子不要太空，因为你
还要帮你的孩子去蓄杯呢。

劳伦斯·科恩强调，游戏力是家庭教
育的一种有效方式，它不仅仅是工具或者
是技巧，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或生活哲
学，是一种真正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
方式。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

游戏：亲子沟通的“双向翻译机”
杨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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