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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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家庭被急功近利的心态所裹
挟、绑架，出现了“反生活教育”的
趋势。孩子只要成绩好，只要肯上
学，其他都不重要。现在，生活技能
越来越不被重视，很多家庭正在失去

“妈妈的味道”。当一个人讨厌家务、
讨厌生活，他的人格会健康吗？我们
不重视这些，不传承这些，生活会幸
福吗？家庭教育应当直面这个问题。

理想的家校合作要遵循家庭教育
的规律和合理的边界，要尊重家庭教
育的规律和特点。家庭教育的天然优
势是亲情联结和情感培育，夫妻关
系、亲子关系以及三代人的关系都有
巨大的影响力。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感言中讲得最多的就是他的家
庭，而其中有关妈妈的内容占的比重
很大。

我是山东青岛人，回到老父母身
边，才知道什么叫生活。家里一年
24 个节气都过得非常认真虔诚。父
母没有给我讲过很多道理，但是，我
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受到了最好的教
育。这都说明，家庭教育的独特魅
力，就是生活教育。

我在北京生活了 40 年，每次回
到青岛，第一顿饭一定是面条。这也
是一种仪式感：“上车饺子下车面”。
妈妈做的面条外面绝对买不到，是独
有的“妈妈的味道”。妈妈今年 94
岁，已经不能做了，但妹妹早学会
了，也是这个味道。但今天，随着人
们对于家务技能的漠视，越来越多的
家庭正在失去这种独特的“妈妈的味
道”。

大家都知道有国庆、校庆、厂
庆，而河北某个农村的家庭把父母的
结婚纪念日定为“家庆日”，这是那
个家庭非常重要的日子。几十年来，
每到这一天，儿女们都会从各地赶回
来，全家聚在一起庆祝，这就是给孩
子最好的影响。

当下家长过于看重孩子的学习成
绩，“只要好好读书，其他的什么都
不用管”，这是一种“反生活教育”，
是对家庭教育的异化。事实上，父母
最应该做的不是指导孩子学习，而是
和孩子一起生活。

中国的祖辈很乐于奉献，70%以
上的老人都愿意帮助子女带孩子，但
是父母的责任是不能代理的，任何人
不能替代。一定要尊重父母在家庭教
育中的主体地位和责任。

家校合作的方向，不是把家庭变
成学校，而是让家庭更像家庭。越是
具有美好而完整功能的家庭，越是有
利于孩子的成长。据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的调查，城市中的闲散未成年人
罪犯，入狱前与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
的比例仅为 47%，远低于普通学生的
74.7%。家庭功能不完整，会直接影
响孩子的成长，进而影响孩子的一
生。

家校合作的项目大部分都和孩子
有关，然而我们倾听过孩子的意见
吗？远离生活的家校合作，弄不好联
合折磨孩子都有可能。从尊重孩子的
权利来看，适当听取孩子的意见不是
选择，而是原则。每个家庭都有不同
的传统和个性，这些差异和特点也需
要被尊重。

家校合作要坚持寻找美好家庭，
要相信父母的创造力、相信生活的巨
大感染力；要总结优良的家风、家
训；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捍卫家庭
的职能；要给予家庭更多的支持。

不论是家长辅导孩子功课，还是
家长给孩子的作业签名，利弊不能一
概而论。但是对于年幼的孩子，家长
在学习习惯方面给予必要的引导是需
要的。北京师范大学一项历时 20 年
的跟踪研究发现，若想孩子发展得
好，两个至关重要的要素是主动性和
自制力，两者是构成健康人格的核心
要素。而家长陪伴年幼的孩子做作
业，是培养和引导孩子形成自制力的
机会。

新家庭教育是爱护家庭的教育，
是捍卫童年的教育，是拥抱生活的教
育，是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教育，是让
生活回归家庭与社会的教育，这就是
家校合作的新视角。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
庭教育首席专家）

家庭教育要有
“妈妈的味道”

孙云晓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我家老院子里有两棵
树，一棵是东墙边的杏树，
一棵是南墙边的香椿树。
在我人生几十年的风风雨
雨里，这两棵大树带给我
诸多的幸福而温馨的记
忆。它们时常令我想起日
日从树下走过的奶奶和父
亲，他们就像乡村最常见
的树一样平凡无奇，用自
己的一生默默地滋养、抚
育并影响着我们后辈。

奶奶弥补了我缺
失的母爱

由于母亲年轻时就身
患疾病，使得她无暇顾及
我们的成长和教育。我很
小的时候就喜欢往奶奶屋
里跑，一天到晚不知跑多
少趟。爷爷去世后，我便
搬到奶奶屋里住。高中时
在县中住校，周末或假期
回家仍和奶奶住，一直到
高中毕业前奶奶去世。遗
憾的是奶奶没能见到我的
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我一
直执着地认为是奶奶的在
天之灵默默地保佑着我。

奶奶同情弱者，呵护
幼小。物质贫乏年代的一
个夏末，杏树上的果实基
本都摘尽了，唯有高高的
树顶处还有几颗黄里透红
的杏子。那天下午放学后
回到家，我又饥又渴，看
到树顶上的杏子顿时馋涎
欲滴。但杏子长在树梢顶
上，爬树到不了那儿，木
杆子也够不到。想来想
去，我竟然想到扔石块儿去打杏子。饥饿难耐令我无暇多
想，就捡起地上的一块儿石头向树上抛去。不料想，杏子没
打着，石头却径直打碎了奶奶屋子的窗玻璃。望着满地的玻
璃碎片和黑洞洞的窗口，我吓得不知所措。想逃到村子外躲
藏，天又快黑了，我胆子又小，最后决定躲在家里小西房的
草堆里。夜幕降临了，家里人发现我不在，找了一阵子没找
到，想也许是去谁家玩还没回来，就都先去睡了。

夜半时分，我感觉身上有点儿冷，想到东边小房里找点
破衣烂被盖上。我低着头、猫着腰，蹑手蹑脚地从房前溜
过，突然听到奶奶低沉而慈爱的声音：“去哪儿呀？还不快
进屋来！”我只好硬着头皮蹭进屋去。奶奶什么也没说，给
我铺好被褥，我满心愧疚地赶紧脱衣钻进被窝里。第二天，
奶奶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像往常一样一早叫我去上学。
两天后，父亲给奶奶换了玻璃，奶奶和父亲也都没再提这件
事，而我却深深知道自己错了，决心不再犯这样幼稚的错
误。

奶奶心地善良，处事公道，向来坚持“向理不向人”的
原则。村里人有了纷争，会找奶奶评理，奶奶总是同情帮助
那些被欺凌的人，为他们讨公道，令纷争中强势的人感到心
服口服。处理家中矛盾和孩子们的纠葛，奶奶也是如此。

奶奶不仅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还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
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奶奶让我懂得了很多中国人传统、淳
朴的为人处世之道，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人不做亏
心事，夜半不怕鬼叫门”“百善孝为先”“不怕坏嘴，就怕坏
心”“勤苦劳作般般有，好吃懒做样样无”等至理名言。

父亲用行动示范给子孙

如果说奶奶的关爱与教育像春雨、像山谷小溪般潜移默
化地滋养着我的生命和精神，那父亲的关爱和教育则如沉稳
的高山巨峰，以他朴实的言行为我树立了为人处世的标杆。

父亲是爷爷奶奶膝下的长子，由于家境贫困，只读过三个
冬天的私塾，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却熟练地掌握了珠算以
及书写等知识技能。上世纪60年代，父亲曾担任过一段时间
的生产队会计，教过我珠算的一些特殊技巧。父亲的毛笔字
笔画舒展有力、结构匀称合理，看上去很美观，绝不像只读过
三冬私塾的人写的。打我记事起，村子里每逢春节，都要召集
会写毛笔字的人为村民们写春联，父亲是每年都要被邀去
的。至于我家的春联，直到父亲去世，一直是他老人家亲自书
写。

父亲十几岁时，被爷爷送到张家口一个叫“恒泰兴”的
米面铺子学生意，由于能写会算，受到掌柜的喜爱，很快得
到重用。张家口解放时，父亲被选为工会会员，后来又转到
下花园煤矿工作。在 60 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父亲被下
放回农村家乡。

父亲早年学到了做农活的本领，使他很快适应了农业劳
动。父亲一生都极其勤劳，做任何事都追求高效完美。不论
是一般农活，还是种植药材、培育树苗、修剪果树，他样样
都拿得起、放得下。记得小学时，学校组织我们班级学农，
就是父亲作为指导人员教我们挖树苗栽树苗。全班同学都对
父亲投以敬佩的目光，我自然是满心的骄傲和自豪。70 年
代中后期，我们村子先后接收了三批来自下花园的知识青
年，父亲在生产队和村子经营副业的专业队里都是他们的劳
动技术指导。

大树的精神代代相传

父亲身上完美地体现着中华民族孝父母敬祖先的传统美
德。叔叔很早就过世了，姑姑嫁到外地，抚养爷爷奶奶的担
子就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白天，他去生产队干活，晚上回
来要帮爷爷奶奶处理家务。即使如此辛苦，他也从未给过爷
爷奶奶脸色看，父亲可以说做到了一个普通人尽孝的极致。

我印象最深的是，爷爷过世后，父亲尽管每日早出晚
归，但不管回来多晚，吃过晚饭，喂完猪羊，收拾完自己的
家务，都要到奶奶屋子里陪奶奶聊会儿天，直到奶奶说：

“天不早了，明儿还下地呢，早点睡吧！”父亲才回去休息。
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奶奶去世。

父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追求完美、孝敬长辈等品
质，默默地影响着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虽然日后我们的生活
环境和条件不同，但自主、自立、自强的意识却深深地扎根
于我们兄弟姐妹的心里，我们也用这样的精神影响和教育着
我们的后代。

奶奶和父亲就像院子里的那棵杏树和香椿树，不但给我
们物质上的滋养和享受，更是从精神上深深地濡染着我们。

（作者单位：河北省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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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 8 岁男孩曾写过
一张请假条，被称为“最萌
请假条”。因为暑假到了，爸
爸说工作忙不能陪孩子，所
以这个男孩给爸爸的领导写
了一张请假条，请领导同意
爸爸暑假陪他出去玩。我们
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爸
爸妈妈在忙工作或在忙着玩
手机，所以把孩子交给爷爷
奶奶管，或者交到各种各样
的培训班里面⋯⋯家庭活动
现状不容乐观。

现状一：我国家庭活动时

间较少。宜家曾在 2015 对全
球 12 个国家近 13000 名儿童
及其家长进行调查后发现，无
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中国家
长陪家人的时间都低于全球平
均水平，尤其是在工作日。中
国家长陪家人的时间是 2.8 小
时 ， 全 球 平 均 水 平 是 3.8 小
时。中国家长在周末陪家人的
时间是 6.9 小时，全球平均水
平是7.2小时。

现状二：家庭活动集中且
种类单一。根据 《宜家玩耍报
告 2015》 发布的数据，中国

家庭活动频率最高的前三项是：
一起看电视 （80%）、一起吃饭

（75%）、 一 起 使 用 电 子 设 备
（67%）。不仅缺乏外出、户外、
运动等类型的家庭活动，即使在
家里，父母与孩子的家庭活动也
是非常单一的。

现状三：家庭活动中的“隐
形爸爸”。爸爸比妈妈更少地参
与到家庭活动中间，这是一个非
常典型的现象。现在有人提“丧
偶式教养方式”这样一个概念，
指的就是母亲仿佛丧偶一般，因
为父亲在陪伴与教育孩子中几乎

不存在。
现状四：人在心不在式的陪

伴。还有一种现象要特别警惕，
就是父母形式上跟孩子在一起，
但没有真正地参与到孩子的活动
中 。 育 儿 网 曾 联 合 宜 家 对 我 国
15792位家长调查发现，约一半的
父母跟孩子玩耍时心不在焉。也
就是说，即使陪孩子玩的时候，
有一半父母几乎跟孩子不互动，
在处理自己的事情，让孩子在旁
边玩。这样的家庭活动起到的作
用就会大打折扣，有时甚至起到
负面的作用。

时间少活动单一“人在心不在”值得警惕

家庭活动是家庭成员一
起参加的活动，这里特指父
母和孩子之间开展的活动，
如和孩子一起阅读、吃饭、
做运动、做游戏、看电影、
旅行，等等。当我们每个人
想起家的时候，常常会想起
与爸爸妈妈在客厅里相处的
温馨时光，在户外与爸爸妈
妈一次快乐的玩耍，全家一
次难忘的旅行⋯⋯这些都是
家庭活动。家庭活动带给孩
子美好的回忆，是孩子童年
最好的礼物。

研究表明家庭活动的作用

非常多。作用之一，提高孩子
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家庭活
动既能够直接提高孩子对家庭
生活的满意度，又可以显著地
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提
高家庭功能。

作用之二，有助于孩子人
格、情绪、心理的发展。高质
量的家庭活动有助于提高儿童
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
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自我评
价，提高自信，也能够培养孩
子良好的社交技能。家本身就
是一个沟通和社交的场所，最
初的社交就是从家开始的。尤

其重要的是，通过家庭活动与家
人建立的心理联结让孩子获得有
效的社会支持，也能减少孩子的
负面情绪，增强积极的情绪体
验。

作用之三，丰富孩子的人生
体验，满足孩子多方面的成长需
求。家庭活动能成为孩子生活中
独一无二、刻骨铭心的经历，这
种家庭经历能极大地丰富孩子的
人生，满足孩子多样的心理需
求。曾经有一个男孩因为厌学，
爸爸花了整整 4 个月时间跟他一
起骑行 8000 公里，不仅改变了
孩子的厌学情绪、增强了亲子感

情，更开阔了他的视野、磨砺了
他的意志，成为他铭心刻骨的一
段人生经历。孩子的心理需求是
多方面的，绝不是吃饱饭学习、
学习完再吃饭、读书累了睡觉。
家 庭 生 活 满 足 孩 子 多 方 面 的 需
求，让孩子从中汲取到足够多的
成长养分。

作用之四，提升父母自身的
生 活 满 意 度 。 相 当 多 的 研 究 表
明，父母参与家庭活动越多，对
婚姻满意度也越高。所以家庭生
活不仅仅对孩子重要，对父母自
身也重要，家庭活动的作用是多
方面的。

满足成长需要 丰富人生体验

谈起教育，人们总觉得它是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的，
是发生在教室、课堂里的。教育其实和每个人的生活密
不可分，融合在日常生活中，家庭教育尤其是如此。我们
每天的家庭活动就是非常好的家庭教育载体。家庭活动
应该是美好的，充满人性和人文关怀的，但同时也一定符
合教育的科学性，能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美国心理学家建议高质量亲子活动要做到5个“每
天至少一次”：每天至少一次完全没有手机干扰的对
话；和孩子一起疯狂傻笑；一次身体接触 （拥抱、亲吻
等）；放下“教”孩子的念头跟随孩子玩；看着孩子的
眼睛说“我爱你，我喜欢和你在一起”。这 5 条建议在
我国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家庭活动是重要教育载体家庭活动是重要教育载体
边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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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么安排有效的家庭
生活，让家庭能够发挥教育的
重要作用，促进孩子的健康成
长，有四个问题是我们家长需
要知道和了解的。

应该安排什么类型的家庭
活动？

心理学家拉蒙·扎布里斯
基和科米克·布莱恩提出家庭休
闲功能模型，将家庭活动分为
核心家庭活动与平衡家庭活
动。核心家庭活动是高频率、
低消费、无须策划的家庭活动，
平衡家庭活动是低频率、较高
消费、需要策划的家庭活动。

核心家庭活动就是我们日
常跟孩子在一起的活动，在家
里或在家附近跟孩子一起玩，
最典型的一个场所是家里的客
厅。平衡家庭活动常常时间较
长，离家较远，如全家户外露
营或外出探亲旅行等。

研究表明，核心家庭活动
和平衡家庭活动都能促进家庭
的亲密度，即家庭成员间的情

感联系，提升家庭的适应性，即
家庭应对突发问题能力，但核心
家庭活动的影响更大。我们要特
别重视核心家庭活动的重要作
用。有研究证明父母和孩子一起
吃晚饭的频率越高，孩子的学习
成绩越好。我们课题组做的追踪
研究也表明，和父母一起散步、
一起运动频率越高的孩子，亲子
关系越好，成绩越好，网络成瘾
问题也越少；和父母一起看电
影、阅读更多的孩子，感恩意识
越高、亲社会行为越多。

如何合理计划家庭教育时
间？

合理安排时间是高质量陪伴
孩子的关键。一项对青春期孩子
的研究表明，每周亲子共处时间
增加 1 小时，孩子不良行为会降
低 16%，酗酒行为减少 14%，
吸烟行为减少11%。

如何保证与孩子相处的时
间？通过制订每周家庭活动计划
可以显著提高家庭活动时间。每
周家庭活动计划需要对一周中的

每日家庭活动进行具体计划，包
括以下四个方面：做什么活动，
在哪做活动，什么时候做活动，
怎样做活动。

因此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商
量、合理分工。可以固定以周为
单位的一些核心家庭活动的时
间，如周四是阅读日、周六是洗
澡日。如要开展平衡家庭活动更
要提前规划。

谁带孩子开展家庭活动？
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爸爸妈

妈的共同养育。有许多研究表
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程度对孩
子未来的成长有重要影响。一个
追踪研究发现，孩子 7 岁时父亲
参与教育越多，孩子 16 岁时的
情绪、行为问题越少。另一个追
踪研究发现，孩子 16 岁时父亲
参 与 教 育 越 多 ， 孩 子 成 年 后

（33岁） 的心理问题越少。
父亲母亲在孩子教育中的作

用是不一样的。父亲可以利用权
威感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发挥
自己的体能优势，多带孩子进行

户外运动。母亲可以发挥自己的
性格优势，多照料孩子的生活，
利用母亲的情感优势增强亲子关
系。

怎样开展高质量的家庭活
动？

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父母
亲与孩子活动时有积极情感投入
才能真正利于孩子的发展，活动
才有意义。而积极的情感投入会
通过我们的身体语言表现出来，
如点头、舒展眉头、注视孩子、
抚摸和拥抱孩子等。

家庭教育应该是自由而温馨
的，是发生在家长每天对孩子的
陪伴中、与孩子每天在一起的日
常生活中，没有家庭活动就没有
家庭教育。我们一定要充分重视
家庭活动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作
用。最好的教材是儿童的生活，
最好的教室就在客厅和大自然
里，通过家庭活动，让家庭教育
回归美好生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儿童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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