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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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庭教育这个话题上，信别人
不如信自己，求别人不如求自己。现
在教育已经变为了读书，家庭教育变
为了陪伴孩子读书。如果家庭把孩子
的教育和成长仅仅定位于读书，把履
行家长的职责仅仅定位于陪伴孩子读
书的话，那么教育是有大问题的。现
在所有的公共媒体和自媒体上一天到
晚在指责教育，不是指责学校就是指
责政府，其实最应该指责的是家长自
己，因为我们把教育一旦仅仅定义为
读书，教育就走进了死胡同。

今天的孩子常让我想起我小时候
读书的故事。“文革”后期，父母由县一
中下放到一个乡镇的完小教书。那时
候小学是五年制，从我读三年级开始，

父亲让我别在这个完小读书了，让我
去 3 公里多以外的一个学校读书。当
时我长得很瘦，我母亲心疼我，不同意
我去。这个完小肯定是当时公社最好
的学校，我的老师也反对我去乡下读
书。但是我父亲一定要我去那个学
校。最后我到那个学校读了两年，小学
五年级的时候才回来。我家住在完小，
到那个村办小学要走3公里多。每天早
晨自己开煤炉自己炒饭吃，然后背着书
包上学。走的路是大堤，春季经常遇上
磅礴大雨，很多次被风刮到大堤下的河
里。我经常湿淋淋地回家，甚至书包都
打湿了，但是我父亲没有改变主意，坚
持让我在乡下读了两年。

我当时没有愤怒，小孩子在外面

走一走、玩一玩没有什么不好。长大
之后才明白，父亲为我定义了人生中
他认为最重要的两个素质。第一，意
志比知识更重要，父亲是为了锻炼我
的意志；第二，健康比学问更重要，因
为那时候我瘦，每天 6 点起床、早晚来
回两趟身体会好。

26 年后我儿子上学了。我当时
刚刚调到长沙，住在省文联。省文联
旁边有一所小学叫大同小学，当年可
以算是湖南的贵族学校了。当时省文
联分的学区也是大同小学。可我跟夫
人商量说，这里全是领导子弟，我们儿
子到这里上学可能找不到自己了。他
妈妈觉得我讲得有道理。后来儿子去
了另一所当年才开办的普通学校。

我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因为我需要
儿子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如果他跟领导
子弟在一起，人家有这样那样的优势，有
些人每天还有车接送，而那时候我们连自
行车都买不起。我不想让一个普通文联
职工的儿子从心理上输在起点。我们经
常讲怕输在起点，其实最可怕的是在心理
上输在起点。那所学校的教育质量也挺
高，孩子日后以高分考进了长沙一中。

不是说我们家把孩子培养得多么
好，我觉得我们承担了作为家长的责
任。我认为家长的选择就是舍弃，父亲
让我舍弃了完小最好的老师，在大堤上
风里来雨里去炼就了意志；后来我让儿
子舍弃了大同小学最好的师资，让他和
街道上普通的孩子一起成长，获得了健

康的心态。虽然这只是教育的一部分，
但很重要。

最近我弟弟的一个小孩上初中，他们
夫妻俩每天忙着陪孩子上各种培训班，比
我还忙。他们说你不上别人上，上了才考
得上高中。现在我孙子选择幼儿园，儿子
一天到晚纠结，选择公办的还是私立的、
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果是我就很简单，
就近最好。因为两口子都上班，哪里最近
哪里最好，哪里好玩哪里好。幼儿园能学
什么知识呢？让孩子多玩。

今天很多家长都很爱学习，希望在
专家的指导下变成合格的家长，而不是

“教育专家”。家长把自己所要做的舍弃
做好，没有舍弃就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就
没有孩子的未来。

教育就像星星一样有公转和自转，
所谓公转就是在教育部门和专家的指导
下，随着国家整个教育体系的运行旋
转。但是不要忘记家庭和我们个体在整
个教育体系中还有自转。很多家庭只把
孩子送到了公转的漩涡中，却没有在自
己的家庭里让孩子自我旋转，而这种教
育是支撑不起一个星体、一个星空的。
家庭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不但在国家的
教育体系下成才，而且用家庭的力量让
他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成为家庭所需
要的人。家庭教育，要让孩子在公转的
漩涡中从容地自转。

（作者系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
长，本文摘编自其在第二届新家庭教育
文化节上的演讲，经作者审定）

在公转的旋涡中从容自转
龚曙光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得知抖音有毒、害人，尤其专害小
学生之后，作为一位小学生的妈妈，我
紧急刷了三天抖音，发现了一个惊天大
秘密。

抖音其实是内心的折射

本以为打开抖音，各类低俗视频会
按照点击量排名顺序，在那里跳着闪
着，百般诱惑你去点它；你甚至以为首
页上还会出现导航条，还根据化妆系、
少女妈妈系、高空抛接小孩系等一字排
开，等着你的加入。

不是的，你打开抖音之后，没有选
择，只有一个视频，最多 15 秒；如果你
觉得好看，就把那颗白色的心点亮成粉
红色，或者随便双击两下屏幕也能达到
同样的目的；如果你不喜欢，手指向上
一划，下一个15秒就来了。

我抖音在刷了三天之后，基本上全
部变成了这样的内容：

我家养了两只猫咪，我女儿是个猫
迷。在抖音上看猫咪视频，是我们俩的

“云吸猫”时间。
我是那种很爱做又很爱吃“妈妈

菜”的人，就是普通人家做的家常菜拿
手菜。我很喜欢抖音上那些能够在 15
秒钟就说明白一个普通而好吃的菜是
怎么做出来的，而且让你马上就有冲动
去做的视频。

在抖音上，15 秒钟看一个人用蝇
头小楷抄心经，画一只眼睛流下晶莹剔
透的眼泪，一个长发飘飘的女生弹钢
琴，一位摆摊大叔讲英文⋯⋯你会觉得
世界真美好。

我最近给自己订了一年的花，一周
送一次。我点赞了几个教插花的视频，
然后就接到了大量的花艺小视频。凭
我的聪明和悟性，每周送来的那束本来
很平凡的花儿，慢慢被我玩出了感觉。

我发现：抖音就是刷抖音人的投
射，你喜欢什么、赞同什么、在什么内容
上面停留时间最长，这些就会变成你的
抖音画像，系统会更加殷勤体贴地推送
更多顺你心意、符合你标签的内容。

抖音伤害不到有准备的孩子

刷了三天抖音之后，我没有写一篇
《如何让小孩方圆五公里不出现抖音》，
反而每天孩子放学回来，都拉她过来陪
我刷会儿抖音，把我刷一天精选出来的
视频得意地展示给她看。

我还很积极地提议她在自己的手
机上也装一个抖音，我们俩定期分享自
己刷出来的成果。我惊喜地发现，她比
我更有天赋，能够找到一些清新系的视
频，而且开始素描自学练习之路——她
跟我一样很喜欢看画画的抖音，但她更
有执行力，有空余时间都在那里画。

因为她每天有半小时“按自己意愿
活”的时间，想干什么都可以，包括打游
戏、刷抖音、看漫画、抱猫。我发现她把
宝贵的时间用于抖音的时候并不多，甚
至越来越少，我也是。最后，我们共同
的选择是一起看一集《大侦探波罗》系
列的电影。

我是快40岁才明白学会简单的化
妆带给我的自尊感和满足感，一点都不
比《安娜·卡列尼娜》《动物庄园》给我的
快乐少，我至今很喜欢看那些御姐范儿
的美妆视频。

我甚至有冲动想跟擅长画画的女
儿一起，把我们家两只美猫的生活拍成
系列小视频，把我每周处心积虑设计的
那一束鲜花的成果做成视频发布出去。

我们在抖音实验后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是抖音没有想象的那么坏，甚至还
有些小美好。跟我们小时候那些水平
并不高的武侠言情小说、后来的网络文
学的杀伤力差不多，比《王者荣耀》的杀
伤力低；其次是抖音再坏，也伤害不到
我的孩子，也伤害不到任何有准备的孩
子。

用高级爱好审核低俗

抖音上面有大量脑残、低俗、庸俗，
也有大量的小美好、小确幸，以及极其
少量的高级趣味和高超技能的东西。

抖音其实是一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
中国社会。家长应该跟孩子一起对抖
音抱以开放的态度，想把抖音跟孩子隔
绝起来是无效的。

“要推开必须先接触”，要让抖音放
过孩子，你必须先让孩子接触抖音，坦
然地刷过抖音，知道抖音也不过如此，
孩子就不会被强烈的好奇心或逆反心
驱使去沉迷抖音。

父母要跟孩子进行平等的对话，要
放下“教育孩子”的念头，因为我们是在
一起面对一个陌生的、魔力和危险兼有
的世界。抖音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有趣
的，你不能闭着眼睛装没有看见；抖音
哪些是低俗的、哪些是变态的，孩子跟
你一样拥有同等的评价权。

你和孩子坦然地把抖音该肯定的
地方肯定，该打倒的地方打倒，该学习
的地方学习，你才是真正地在有抖音的
世界里保护了孩子。当孩子有了知晓
美丑、明辨是非的能力，这些能力不但
可以对付抖音，还可以对付将来面对的
一切。

我们一味地要求孩子不准刷抖音、
不准玩《王者荣耀》，说它浅薄、低俗、无
聊、浪费时间，但是否考虑过，孩子不刷
抖音了，他们充沛的精力还可以做些什
么？在父母和老师都管不了的情况下，
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选择？

他们只能做作业吗？只能奔赴为
考级升学做准备的兴趣班辅导班吗？
他们有喜欢的宠物吗？有喜好的社团
吗？有踢足球的场地和小伙伴吗？他
们有好看的电影吗？他们能够方便地
去图书馆选自己喜欢的书吗？他们可
以自由写作幻想小说吗？能不画素描
专心画漫画吗？

如果这些都没有，你怎么能指望他
不被抖音拐走呢？我女儿的课余时间，
要做作业、要做家务、要玩《我的世界》

《纪念碑谷》、要看书、要照顾猫咪、要画
画、要看侦探片和悬疑片、要在一个带
锁的日记本里面写秘密⋯⋯她“陪”
我玩了十几天抖音，到后面几天已经
意兴阑珊。

孩子如果有能力度过有意义的时
间，就不会把时间花在没有意义的、
短暂的、肤浅的快乐上。培养孩子高
级的爱好，就是对低俗最好的审核。

（作者系童书出版人，儿童教育作家）

刷
了
三
天
抖
音
之
后

三川玲

“互联网下孩子的状况关乎人类
的未来。一个孩子能够自信地与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展开平等、有效的对话，
能够达成理解和合作，从而为关乎人类
未来发展的事做一些贡献，这才是真正
的国际化，为此我们研发了‘志在中国’
活动。”本年度推动自然养育人物之一、
青少年教育公司创始人马力说。

“志在中国”是面向全世界热爱中
国的青少年，以中西合璧的方式呈现
中国之美，活动旨在讲好中国故事、
创新成长教育。活动聚焦四个主题：
自然生态、文化创意、创新科技和世
界遗产。带领孩子们发现美丽中国、
向世界传播美丽中国。到最大的自

然保护区追寻长臂猿，重走徐霞客
之路，到中国唯一以少数民族命名
的世界遗产哈尼梯田学习天地人智
慧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树 立 文 化 自
信、收获独到成长。

2017 年 3 月，“志在中国”“创新
科技”的大疆无人机活动中，有一个来
自山东某县城读高一的孩子，当地绝
大多数孩子没有奋斗目标，每天课余
就是混游戏厅、K 歌。他说自己曾一
度很迷茫，不知道往哪里去，只能随大
流打游戏。他说“无人机改变了我的
三观”。参加“志在中国”活动之后，他
燃起深入学习无人机航拍的热情，回
去后跟一个朋友成立了航拍工作室，

后来全县的运动会都来找他拍。他寻
找各种机会提升技能发展兴趣爱好，
他的奋斗目标是成为一个编导。

“孩子两岁半的时候说要去看北
极熊，我们也想带着孩子拥抱这个世
界。”于是一家人骑着摩托车，用 185
天、穿越 12 个国家到达北极，那时候
儿子辛巴 3 岁。本届另一位推动自然
养育人物是知名行者、纪录片导演、
80 后酷爸老极，《别叫他宝贝，他是行
者辛巴》一书的作者。

他们在儿子出生后，没有挑选最
好的幼儿园，而是拿着买学区房的钱
带孩子去环球旅行。辛巴 5 岁的时
候，一家三口又用了 146 天穿越整个

南美洲到了南极。在去南极的船上，
他们认识了一位在南极工作了 45 年
的动物学家，他每天都给辛巴讲动物
保护的故事。在即将离开南极的一
天，辛巴在完成一幅动物涂鸦后，让爸
爸在画上写上“野生动物是我们的朋
友”，并让爸爸拍摄下来拿给中国的大
朋友和小朋友看。后来，素材被世界
动物保护协会使用，并认定了辛巴中
国最小志愿者的身份。

他们一家人相互陪伴，一同克服困
难，感受生命的美好，感受世界的美妙；
一同把地理、生物、体育课搬到了世界
各个角落，他们的儿子从中懂得了坚
强，懂得了独立，懂得了爱和责任。

自然让心胸更开阔

手机、iPad、网络游戏，从出生就
接触得到，现在的孩子被称为网络原
住民。2013 年牛津大学的研究报告
指出，未来20年有47%的工作将会被
人工智能取代。未来机器人要和孩子
抢饭碗，家长又多了一层焦虑。AI 时
代孩子将如何应对？

“未来社会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能
驾驭科技的人才，一种是可能被AI取
代的人力。”林美慧说。林美慧是台湾
幼儿教育专家、孟母密钥儿童教育研究
院院长，有着30多年亲子教育经验，她

是本年度四个推动自然养育人物之一。
“AI 时代，父母要改变思维方式，

以批判性思维、科学思维去养育孩子，
尊重孩子的生命个体，让他们能尽早
接触互联网的新知，成为未来时代的
主人。”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学院院长丁
刚毅在论坛上如是说。丁刚毅认为，
人工智能为社会生活带来各种便利，
家长们不必一味排斥人工智能，重要
的是了解它、认识它、掌握它。“人工智
能会对人们的生活、对孩子的教育，甚
至成人的未来都产生影响，实际上人

人需要人工智能。应对人工智能不是
让自己变得多聪明，而是能够理解和
适应这个时代发生的变化，利用自己
的变化完成适应过程。”

20 年来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像一
个人的大脑神经在生长，谁跟这个大
脑接触上、谁掌握了这个大脑谁能力
强。家长们往往认为孩子玩游戏、微
博是耽误时间，实际上孩子是在跟互
联网这个大脑结合，在巧妙利用互联
网大脑为自己做事。并不是所有上网
行为、游戏行为都不好。

现在是一个“云物移大智”的时
代，即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
数据、智慧城市影响着世界，影响着我
们的生活。网络是新的自然、新的现
实，孩子需要知道网络里面有什么、需
要什么。家长要正视孩子生活在互联
网大脑的环境中，利用智慧教育，运用
教育的智慧实施智慧教育。

“我们也许无法想象十年后是什
么样，世界越是瞬息万变，越要强大自
己，只有自己强大了才可以面对。”林
美慧说。

主动迎接AI时代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工智能首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

“AI 时代教育如何面向未来”是当今学
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绕不过的话题。近
日 ， 由 《父 母 必 读》 杂 志 社 主 办 的
2018“自然养育论坛”年度盛典在京
举行，主题为“AI 时代面向未来的教

育”。“虽然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焦虑，但它
依然非常精彩，这个精彩希望不是通过数
据等某些可以量化的指标来表示，而是通
过鲜活的人和背后的故事。我们需要以乐
观积极的心态拥抱变革。”《父母必读》 主
编恽梅说。

今天，儿童生活中“自然缺失”的状

况令人担忧。孩子热衷于电视、手机、
iPad，却因此错过本应与自然亲近的童年；
熟悉超市里的半成品食物，却不知食物从
何而来，难以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从2013年开始，《父母必读》 连续举办了
五届自然养育论坛，倡导尊重儿童成长规
律、回归健康自然养育。

AIAI时代更要自然养育时代更要自然养育
本报记者 黄文

“愈是 AI 时代，愈是要回归到人
性，发掘、认识每个孩子的特质。”林美
慧说。论坛上发布了她的新书《AI 时
代，慢养的勇气》。她指出孩子身心发
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在今天这样物
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父母如何学会做
减法、减轻焦虑、修炼智慧，秘诀就在
于“慢养”。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未
来能力中，名校、文凭这些由学校提供
的“显性能力”仅占 45%，是分数可以
衡 量 的 教 育 ；另 外 55% 的“ 隐 性 能
力”，如责任心、抗挫折的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等，才是决胜的关键。林美

慧指出，隐性能力的培养是以家庭教
育为核心，挑战家长在“短时间内看不
到成果”仍坚持慢养的勇气。

林美慧把父母抬高眼界比喻为
“爬楼梯”。美国劳工部的报告指出，
未来还有 65%的工作尚未被发明。
看清这个趋势的同时，育儿的第一要
务是回归“扎根”——慢养，给孩子
充分发挥自我的机会和时间。孩子的
学习主要不在于灌输而是体验，体验
很多是隐性的、无法用分数衡量的。

“不要过度干预成长，是家长慢
养的必要课题”，林美慧认为，慢养
就是为孩子创造环境和机会，多和孩

子互动，实现优质陪伴。优质，绝不
是花很多钱上才艺班或请家教，而是
引导孩子自主思考、给予启发。

在女儿 1 岁 8 个月时她创办了第
一所幼儿园，每天利用上下班带着女
儿在车上的时间播放古典音乐。有一
天她告诉女儿，音乐在讲故事。女儿
不解地问：“音乐里没有人在讲话
啊？”于是，林美慧随着音乐的旋律
即兴编起故事来。女儿上中班的时
候，也模仿妈妈随着节奏、旋律讲音
乐里的故事。女儿开始学习长笛一段
时间后，她的老师说孩子非常享受音
乐的学习，诠释曲子的能力特别好。

她女儿四年级时还写过一本厚厚的小
说。

慢养的前提需要家长有平和的心
态，既要重视教育，更要尊重教育规
律，尊重孩子成长的规律，让家庭生活
更具生活化，而不是功利化。读懂自
己的孩子，而不是羡慕别人家孩子。
孩子的成长就是自然之养。“人与生俱
来就有让自己更好的能力。所以在学
习上父母不必太过于焦虑，重要的是
为他们提供灵魂的呵护、更深层能力
的保障。”林美慧说。

顺应自然养育孩子才是让孩子走
上巅峰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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