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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农历六月二十八，妈妈
83 周岁整。距她第一次确诊直肠
癌中晚期五年半，距第二次发现癌
症转移三年多。虽然妈妈仍患有糖
尿病等老年慢性病，但经医院多次
检测，癌症已彻底消失了。很多人
觉得不可思议，只有我和哥哥觉得
这才合乎情理。

当初得知妈妈患病的那一刻，
我哭得死去活来，唯恐妈妈下一秒
就消失了。没有人能体会，妈妈在
我生命中有多重要。

猛兽般捍卫着一家人的命

我出生时哥哥才两岁。在那个
艰苦的年代，一家七口 （包括爷
爷、奶奶、两个姐姐） 靠父母挣工
分来养活，日子本来就举步维艰，
何况又增添了我。我们一家人睡在
一张床上，只有一床被子。冬天的
晚上，大家都躺下后，妈妈像打补
丁一样，把我们脱下的一件件衣服
铺盖在角角落落来保暖。妈妈时常
从睡梦中惊醒，把我露在外面的小
脚往怀里塞。

爸爸身体羸弱，在我出生后不
久又意外摔断大腿骨在床上躺了近
半年。妈妈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
螺，又像一头捍卫一家人生命的猛
兽，将妻子、母亲，甚至父亲、丈
夫的角色都担了起来。

那时的农村是集体劳动制，为
了多挣工分，妈妈主动和队长商量
做“定额工”，多劳可以多得。妈
妈获得了给生产队养猪的机会，母
猪产猪崽的数量，成猪出售的斤两
都是记工分的依据。同时，妈妈还
承包了每天给全村人倒马桶的脏
活。一年下来，妈妈挣的工分竟然
超过了队里最强壮的年轻人，以至
引来了不少人的嫉妒和不满。只有
老天知道妈妈为此付出了多少。穷
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天天放了学就
给妈妈帮工，有一次亲眼目睹妈妈
清扫猪圈时不小心滑倒，差点被一
圈猪踩死⋯⋯

积劳成疾，妈妈在我初二那年
动了大手术，从此身体大不如前。
为了给读高中住宿的哥哥付每月 6
元的伙食费，妈妈刚出院不久尚在
康复中，就按斤买了碎布条缝制袖
套，然后走村串巷去兜售，有一次
又饿又累晕倒在路上。

或许是因为长期的紧张与压
力，妈妈经常牙疼得痛苦不堪，年纪
不大就早早掉光了一口牙。牙疼时
拿盐、味精等塞牙缝，含烈酒麻醉止
痛的情景，是妈妈留给我童年最常
态的记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疼。

再难也鼓励我们“书包翻身”

1978 年以后，农村政策有了

变化，农民除了种田外，有了灵活从
事副业的机会。父亲体力不好但手
巧，自小练得一手好字，于是开始写
对联，卖中堂书画轴子。妈妈便夫唱
妇随，开始学裱画。爸爸编草垫、草
窝，妈妈做后勤保障，带着我们赶东
赶西去拔人家田里多余废弃的秧苗，
洗秧、晒秧、收秧⋯⋯

夏季漆黑的夜里，我常常跟着妈
妈在秧田附近的水沟洗秧。为了阻挡
蚊子的大规模侵袭，我将泥巴涂满裸
露的手臂、大腿和脸，只露出两只眼
睛。虽然又苦又累，但只要在妈妈身
边，每一个日子都是踏实而快乐的。

父亲不善言辞，但内秀手巧，他
种的山芋比别人大，土豆、冬瓜等农
产品产量比别人高。妈妈则总是变着
花样让我们吃饱肚子，让我们即使吃
一周的山芋也不厌烦：烧汤吃，甜；
烤片吃，脆；烘焙吃，香⋯⋯河里的
鱼虾、螺丝、蟹蚌，田里的黄鳝、泥
鳅 （有时也有青蛙） ⋯⋯都会时不时
上桌。鸡、鸭虽然主要是卖钱交学
费，但偶尔也会让我们尝尝鲜。在那
个饥荒的年代，我们没有落下病根，
哥哥如今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我这
个丫头也疯长到了一米七几。

即使是家里生活最困难的时候，
妈妈也没有让我们放弃读书，总是鼓
励我们兄妹俩安心读书，“书包翻
身”。我们的学习也从没有让妈妈操
心过。我初二那年妈妈住院期间，我

每天中午都步行往返十几公里回家喂
猪，也忙成了一个小陀螺，但那个学
期的期末考试，除了语文之外，数
学、物理、英语竟全是满分。

哥哥后来如愿考上理想的大学，
如今成了一名骨科名医。我初中三年
一直是重点中学尖子班的状元，但考
虑到家里的情况，最终选择了连伙食
也可以免费的中师。妈妈为此觉得亏
欠我的大学梦，但也常常劝勉我“做
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一行”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32 岁那年，原本不情愿做小学

老师的我，成了一名语文特级教师。
妈妈自己文化不高，却为我们奠定了
重视读书的家风。

有妈妈的日子都是春天

妈妈至今生过 5 场大病，动过 4
次大手术，却愈加乐观而坚强。

当我和哥哥姐姐瞒着她千方百计
商量最佳治疗方案时，她私底下和她
的姊妹说：“其实我知道自己得了绝
症。可是我好幸福啊，孩子们在不惜
代价拼了命要救我。”

妈妈活下去的信念还来自老父亲
需要照顾。父亲被妈妈照顾了一辈
子，一辈子也没有学会做饭、洗衣
服。为了让他活得体面，妈妈说什么
也不能先走。

去年6月21日，91岁的老父亲灯

尽油枯，妈妈亲自操持，妥妥帖帖地为
父亲送行。20 日晚上，老夫妻对坐床
边一言不语，一直坐过半夜。父亲两
只枯槁的手紧紧摁在妈妈的腿上，轻
轻说了一句“我要走了”。妈妈不信，
安顿他在身边躺下。21 日凌晨，老父
亲在睡梦中悄然离世。安睡中告别，
父亲也许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妈妈
一生的感谢与深深的不舍吧。

现在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另一
座城市看妈妈，陪她坐坐聊聊天，开
开玩笑，有时也说说自己的苦恼与艰
辛，委屈时无所顾忌地像个孩子一样
流泪。她有时忍不住说:“我现在废
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事儿，花了你
们太多太多的钱，拖累你们了！”我
总是重复一句话:“妈妈，你好好活
着，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与支持！”

多年来，不管身在何处，我每天都
要和妈妈通个电话。听声音就能判断
出妈妈的身体和心情状况：中气足不
足，气息畅不畅，一听就明白了七八
分。每次妈妈都说：“我一切都挺好的，
不要挂念。你们当心好自己身体，做好
工作，安排好生活。你们好我就好。”最
近她学会了用微信，尽管视力模糊，但
空下来就盯着一岁多的重外孙女的照
片、视频一个人傻笑，百看不厌。

我总想让妈妈知道，她是一本生
命的教科书，是我人生中一盏永不熄
灭的灯。

（作者系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妈妈是一本生命的教科书
李婧娟

凡人家话凡人家话
认识李婧娟早矣，始

终有一个谜在我心里，究
竟是什么样的经历和教育
让她具有如此积极进取的
精神？

大约 20 多年前，她
还在张家港实验小学做校
长的时候，我们便见过
面。她留给我的印象是热
情干练，似乎没有什么困
难可以难住她。后来，在
乡镇工作多年后，她成为
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把
家庭教育等工作做得风生
水起，我们的合作交流也
多了起来。读了她写妈妈
的这篇文章，我找到了答
案，是母亲的榜样和艰苦
的磨炼，赋予她无坚不摧
的力量。

这让我想起莫言获诺
贝尔文学奖时的讲演，全
世界都不会想到，在那样
一个光芒四射的时刻，这
位中国作家会一次又一次
地讲述自己近乎文盲的农
民母亲，讲母亲如红高粱
一样顽强和朴实，却用平
凡生活中的朴素道理给予
自己人生的智慧。李婧娟
的文章与莫言相似，估计
很多人回忆父母也难以例
外。

想到这里，我要发疯
了！因为这在今天的许多家庭几乎是天方夜谭
啊！如今多少父母投入最多的精力和金钱，都
是狠抓孩子的学习成绩，却难以培养出人格健
康成绩优异的孩子。再看看李婧娟，她的母亲
总是带领孩子为生活奋斗，咬着牙闯过一个个
难关，却激发孩子发奋学习，志在一流。古人
说，以人为镜。请比照一下吧，何为真正的智
慧父母？何为成功的家庭教育？

成长与教育都是有规律的。学校教育的基
本任务是引导学生学会学习，而家庭教育的神
圣使命是引导孩子学会生活，这两者是相辅相
成的。

学会生活和学会学习是立德树人的坚实基
础，也是孩子自由飞翔的两只翅膀。今日中
国，家庭教育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功能错位，知识教育强势入侵导致家庭功
能异化，使孩子沦为学习机器。毫无疑问，好
的生活是好的教育，坏的生活是坏的教育。

李婧娟的《妈妈是一本生命的教科书》一
文的最大价值，就是用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呼
吁广大家庭回归美好的生活教育。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
席专家、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
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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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云晓

同事老刘的女儿乐乐今年读小学五年级，
每次考试成绩都稳居全班第一，弹琴、跳舞、
书法等特长都能在公共场合一展身手，令老刘
十分有面子。每次提起女儿，老刘的自豪之情
都溢于言表。

我女儿各方面都表现平平，学习成绩在班
里中等，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才艺，真是
令我感觉很没面子。每次在办公室里听到老刘
神采飞扬地讲述女儿获得的荣誉时，我既羡慕
又嫉妒，真不知道老刘怎么培养出那么优秀的
女儿。

有一次，我请老刘一家吃饭，见到了“传
说中”的乐乐，不禁改变了我内心的想法。我
们第一次见面，整个席间她都戴着耳机，紧皱
眉头，只顾埋头吃饭，全然不顾周围人说些什
么。她妈妈时不时地将好菜夹入女儿碗中，爱
怜地叮嘱她好好吃，而乐乐却不知哪里来的火
气，“啪”地将不满意的食物扔在餐桌上，还
狠狠剜了妈妈一眼。

我有心想跟乐乐攀谈几句，便主动问起：
“乐乐，你想不想让妈妈再生个妹妹或者弟
弟？”谁知乐乐头也不抬，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才不要，自己一个人多好，再生一个会跟
我抢东西，真烦！妈妈要是生，我就掐死
她！”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回答给呛住了，只好
佯装淡定地说：“也不一定啊，说不定你们会
相处得很好，而且你也有个伴儿，不会觉得孤
单⋯⋯”“谁会相处得好，而且我一点也不觉
得孤单。”乐乐的回答让我不禁一阵尴尬，对
面的老刘看到这一幕，只是呵呵一笑。

回家跟老公提及此事，我不禁感慨：现在
不少家长为了虚荣和面子而彼此攀比，把孩子
的学习成绩、特长拿来炫耀，显得很有脸面。
但如果忽视了孩子的修养，那就本末倒置了。
乐乐的成绩固然令其他孩子望尘莫及，但她的
自私和冷漠，却令人对她的好感大打折扣。再
看自己的女儿，待人大方、有礼貌，为人善
良、有爱心，让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有面子。

父母都希望孩子有出息，自己才颜面有
光。才艺和技能固然重要，但要有修养做底
蕴，孩子才能茁壮成长，少走弯路。成绩可以
炫耀一时，却不能让孩子受益一世。家长在注
重培养孩子才艺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孩子的教
养，因为从长远来看，孩子的教养才是父母最
大的脸面。

（作者单位：宁夏石嘴山市第一中学）

孩子的教养是
父母最大的脸面

马静

家 庭 教 育 知 识 对 父 母 的 价 值
观、信仰、教育理念、教育策略等
都有深刻影响。感性的家庭教育知
识是父母与孩子在日常的家庭教育
场景中互动习得的，它可能是零碎
的、浅显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
理性的家庭教育知识是需要通过学
习获得的，它是系统的、理论的、
深刻的，能启发父母的自我反思。

人 文 知 识 进 化 具 有 螺 旋 性 特
征，为家庭教育知识从感性向理性
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家庭教育的情
感性、融合性、深刻性、终身性等
特征，使得家庭教育知识的获得更
具个性化、多样性和广泛性。亲子
关系是家庭教育的逻辑起点，亲子
互动是亲子关系的直接表现，双方
相互作用是亲子互动的主要模式。
我以 5 个家庭为研究对象开展了 4
个月的实践探索，证明亲子互动是
家庭教育知识建构的有效方式。

个人反思：发现真实的问题

真实的问题是研究的起点，这
是知识建构的原则之一。5 个家庭
的父母首先进行个人反思、共同讨
论，确定亲子关系中存在的具体困
惑或问题，并通过查阅资料、共同
讨论、请教专家、相互交流等方式
分别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此基

础上和孩子一起讨论，互相评价各
自的解决方案，最后形成一个共识。

其中 4 个家庭提出了亲子关系
中的情绪管理问题。其中有一位妈
妈提出的方案是“情绪上来前先做
预判，想一下如果发火会导致什么
后果，然后再做适当调整，特别是
生气时不要教育孩子，等心情平静
了再沟通”。这个家庭的共识是“父
母打骂孩子是教育无能的表现，不
轻易发怒的父母才是最有威严的”。
父母都关注亲子关系中的情绪管理
这一真实问题，并通过处理问题建
立初步的想法和观念，达成家庭教
育知识建构的第一步。

经验流动：升华个人知识

经验流动的理论前提，是所有
的观念和想法皆被视为可改进。确
定了真实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之后，
父母们开始实践并记录效果，开始
阅读、评论其他家庭的方案和关于
亲子关系中情绪管理的见解，实现
个体经验的流动。

有一位妈妈写道：“之前几乎意
识不到情绪管理的重要性，经常
会对孩子发火。当孩子无礼取闹
时，或者孩子读书任务没有完成
但想下楼去玩时，都会发火。发
完 火 ， 我 会 后 悔 ， 会 跟 她 道 歉 。

我从一位妈妈那里得到了一些启
发 ， 比 如 要 蹲 下 来 跟 孩 子 一 起
玩，要培养跟孩子玩的耐心。目
前我认同的情绪管理方法是提前
立规矩，用幽默趣味的方法、温
柔的坚持和赏识教育。”

几位妈妈都谈到了亲子关系中
情绪管理的原则是“接纳并理解孩
子的情绪”，但他们的理解是多元化
的。有一位妈妈说：“接纳孩子的情
绪不是用自己更大的脾气压住孩子
的脾气，而是要帮她冷静下来；如
果是家长做得不对导致孩子发脾
气，那么家长也要道歉，要把孩子
当成平等的家庭成员来对待。”有一
位爸爸认为：“在孩子有情绪或者生
气发火时，首先要理解孩子，情绪
是一种反应，是孩子的身体感受，
它没有对错之分，我们要感同身
受，接纳情绪。”

还有一位妈妈说：“和孩子产生
共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刚开
始，我觉得有些虚伪，感觉在演
戏。但是慢慢发现倾听孩子诉说能
感受到他的情绪，而不像以往那样
敷衍了事，有时他表达不出来，也
能试着站在他的角度去帮他说出
来。让孩子知道我们认同他的感
受，而不是逼着他们作出解释。比
如有一天，我看到孩子心情很不
爽，大吼大叫，我就拿着笔和一叠

纸递给他，对他说，‘你看起来很生
气，来，画出来告诉我你有多生
气’。他激动地在纸上乱画，画了好
多张，很用力，把纸都划破了，一
会儿就慢慢安静下来。”

这种充满多元化意念和想法的
交流氛围，能有效促进知识的进
化，达至更新和更高的层次。

三方互动：建构家庭教育知识

知识建构与一般建构主义学习
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追求的不
只是个人知识的升华，而是集体
知识的创造。每一个家庭成员将
各自拥有的知识进行外化、分享
和交换，从而促进家庭教育知识
的生成。

家庭教育知识不仅是父母拥有
的知识，更应该根植于与孩子相处
的真实的家庭教育实践场域，重视
父亲、母亲、孩子三方的互动和相
互作用。

有位妈妈的切身体会是：“作为
成人，我们的气场远远强于孩子，
对孩子的影响不可估量。我们每次
的负面情绪都会给孩子的内心丢一
块情绪垃圾。最近她开始留意自己
的言行，发现总是不自觉地否定孩
子的感受。”

这位妈妈举例说：“以前孩子

说：‘妈妈，我不要学习’，我会
说 ：‘ 你 以 后 就 去 靠 捡 垃 圾 生 活
吗？’最后我和孩子都很不愉快。意
识到自己的不当做法以后，我时常
问自己，如果我是孩子，妈妈或者
亲近的人怎么做才是理解自己的感
受？我开始有意识地练习，当孩子
再次说：‘妈妈，我不想学习’时，
我会说：‘宝贝，妈妈抱一抱，妈妈
知道学习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
们可以试着挑战一下，需要妈妈帮
你做什么？’”

“随着一段时间的练习，我有时
还是会脱口而出否定的话，但是察
觉后会立刻打住。”这位妈妈现在和
孩子交流时，会试着了解孩子可能
会有的感受。“我不可能要求自己每
次都能对孩子或者家人的感受作出
准确的判断，能做的是尽可能去理
解他们的感受。虽然不一定每次都
能成功，但我的家人和孩子能体会
到我的改变。”

这几个家庭教育知识建构的案
例，生动地体现了从个人反思中发
现真实的问题、在家庭教育实践中
升华个人知识、在亲子互动中建构
家庭教育知识的路径，以小见大，
折射出对家庭教育科学化的一种探
索。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

借亲子互动建构家庭教育知识
钱洁

陈治平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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