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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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奶 1989 年 离 世 ， 享 年 85
岁。老人家如果健在，应该有 110
多岁了。奶奶识文断字，高小毕
业，在那个时代应该算是知识分子
了。爷爷是位农民，英俊挺拔，勤
劳木讷。奶奶则其貌不扬，又瘦又
矮，但是我们全家人都觉得爷爷能
娶到奶奶不仅是爷爷的福分，更是
一家人的福报。

奶奶和爷爷养育了三儿一女。
奶奶以她的善良、智慧和勤劳，让
4 个儿女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帮
他们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英明决策保住父亲的一条腿

我父亲是长子，东北解放前
夕的进步青年，曾步行千里之路
去投奔解放区，就读医科大学。
大三的时候，父亲右腿得了急性
骨髓炎，骨头已经发黑，只等着
锯腿了。收到父亲的来信，奶奶
并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而是快
速做出了一个关乎父亲，当然也
影响我们三姐弟命运的决定。

奶奶雇了一辆马车，派人把爸
爸接回老家。找了一个战后留在中
国赎罪的日本军医，拿出家里仅有
的一罐银元。起初日本军医不敢接
受，只说可以治着看。奶奶说：

“钱一定得拿着，不然当妈的心里
不踏实。”日本军医用刮骨疗法让
我父亲保住了右腿。后来父亲的腿

虽然落下轻微的残疾，但不影响生
活和工作，还给我们找了一个漂亮
的妈妈，生了我们姐弟三人。如果
没有奶奶的英明决定，当年那个失
去一条腿的男人肯定当不了我爸，
自然也不会有我了。

大爱无疆照顾生病的二婶

爷爷奶奶长期住在乡下，和二
婶以及 4个孙辈生活在一起。二叔
二婶的婚姻是奶奶一手包办的，二
婶很贤淑，长得也周正，但是患严
重哮喘，身体一直不好。二叔中专
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和二婶两地
分居了二十来年，是那个时代很常
见的生活方式。

二 叔 结 婚 早 ， 生 了 三 女 二
男，5 个孩子都是奶奶帮着拉扯大
的。奶奶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二
婶身体不好，奶奶不仅不让她干
重活，甚至连煮饭的活儿都不让
她做。农村煮饭烧柴火，炊烟会
把二婶呛得喘不过气，看着二婶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咳，还抢
着出来干活，奶奶往往假装生气
地把她赶进屋。

瘦弱的奶奶极度节俭，家里鸡
下的蛋、过年杀的猪自己舍不得
吃，大部分都拿到集市上换了钱。
家里孙女孙子上学要用钱，婶婶看
病也要用钱，操持一大家人的生
计，奶奶必须得精打细算。

有一年寒假我回奶奶家过年，
早晨看到奶奶从篮子里拿出一只鸡
蛋，用开水和白糖冲了一碗蛋花
汤。我当时以为是哪个孩子过生
日，羡慕得要命。要知道在计划经
济时代，鸡蛋绝对是奢侈品。只见
奶奶把热气腾腾的蛋花汤端给了婶
婶，只说了一句：“趁热喝了，你
可不能倒了，倒了，谁给你拉扯这
帮孩子？”这一幕过去了四十几
年，所有的细节至今还清晰地浮现
在我的眼前。一碗蛋花汤，浓缩着
奶奶的无疆大爱。

孤身远行呵护老婶留下子嗣

奶奶是有家国情怀的人，她懂
得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老叔大
学毕业响应党的号召，想去参加三
线建设，奶奶义无反顾地支持老叔
远离家乡、告别大城市，去到遥远
的贵州遵义工作。

后来母亲告诉我，听说奶奶同
意叔叔的选择时，她和父亲也曾有
过不解。老叔比我爸小 10 岁，也
读医科，和老婶都是学生干部，都
要求进步，一毕业就双双前往大西
南。那时交通极不便利，从东北到
遵义乘火车要走上一个多星期。叔
叔和婶婶是医生，没有假期，无法
回家探望父母，奶奶只能把思念埋
在心底。

有人问她想老儿子吗？老人家

会违心地说不想：“儿大不由娘，
儿子是国家的人，我儿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奶奶的境界和格
局非一般母亲能比。老叔老婶努力
工作，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医务工作
者，让奶奶甚感欣慰。

但是最让奶奶担忧的，是老婶
习惯性流产，三十好几了还没有孩
子。奶奶 64 岁的时候，从没出过
远门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
只身去遵义照顾老婶，一定让她把
孩子保住。

奶奶从辽宁海城的乡下出发，
先到沈阳，转车去北京，又从北京
换了几次火车，历时十几天的时间
到了遵义。那时老婶刚怀孕，奶奶
不仅包揽了全部家务活，还帮老婶
梳头、擦洗身体。在奶奶的精心呵
护下，老婶生下了一个健康聪明的
男孩。后来老婶告诉我，小孙子的
到来让奶奶欣喜若狂，从医院回家
给老婶做饭的时候，一口气跑到了
6层 （叔叔家住4层），敲开邻居的
门，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屋。老婶经
常告诉小堂弟，是奶奶保住了他的
命，奶奶的生命一直在后代身上延
续着。

扶危济困为姑姑寻得美满姻缘

奶奶只有一个女儿，又是全家
最小的孩子，自然特别疼爱。奶奶
喜欢读书人，可姑姑却不喜欢学

习，一读书就偏头痛，考了两年大
学都名落孙山。奶奶干着急没办
法，只好认可这个孩子不是读书的
料，任由她回乡务农。

姑姑高中有个男同学，父母双
亡，家境不好，奶奶心地善良，爱
帮助人，家里做点好吃的就把这个
男孩找来。后来这个朴实厚道的男
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沈阳农学
院兽医专业，再后来就成了我的姑
父。

“文革”前大学生可是凤毛麟
角，好多单位都抢着要。姑父大学
毕业时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工作，但
为了姑姑就回到农村当了一名乡村
兽医。姑姑有点小刁蛮，每次发生
矛盾，奶奶绝对站在姑父一边，以
至于姑姑会气呼呼地问奶奶谁是亲
生的。姑父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他们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日
子过得也算殷实。前年我回东北，
已过古稀之年的姑父还念念不忘奶
奶当年对他的关爱，说奶奶待他恩
重如山。

奶奶把爱和智慧留给了儿孙，
她的无私和大爱也在我们家族中传
递。我父母一辈子没吵过架，叔婶相
亲相爱，妯娌之间互帮互助，大家族
和睦相处，奶奶是我家的精神领袖和
人生导师，我们一直在感受和接受着
奶奶的恩泽。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

奶奶是我家的擎天柱
康丽颖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笨！看看几个条件！”“笨！
这是‘完形填空’！”“笨！‘娓娓动
听 ’ 是 ‘ 尾 巴 ’ 的 ‘ 尾 ’ 啊 ？”

“笨！注意四指、五指！”每天按
30 个‘笨’计算，2017 年我至少
被妈妈说了一万个‘笨’。”一个五
年级小学生参加作文大赛时，把妈
妈每天念叨她的话写进了作文，

“我的确笨，经常题目不会做、做
错了。但我学校里的作业、考试不
笨。我的笨，都体现在教育培训机
构的学习上。”

孩子后面这两句话寓意很丰
富。一个小学生应当达到什么样的
学习目标、学会哪些内容，教学大纲
都有要求。大纲是该领域专家研究
了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生理、心理特
点后制订的。如果能很好地完成学
校的学习内容，这个孩子的智力就
是正常的，至少不能归为“笨”。

这位妈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本意不是责怪她，而是希望她能
更出色地完成任务。”她的话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父母往往会
高估孩子的学习能力，而低估了孩
子的生活能力。

奢望孩子学习“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

开学第一天，食堂午饭时，宁
波某小学的半数学生面对盘子里的
虾傻了眼，有的拿起来闻一闻，有
的拿起来舔一舔，然后忍痛割爱，
望“虾”兴叹。

孩子们不是不爱吃，而是不会
剥虾。对于这样的现象，很多老师
早已习以为常。校长说这个结果他
已经很满意了，因为他刚调来的时
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不会吃虾，
会剥虾的孩子数量是个位数。

曾有小学老师在班里做过调
查，发现 40 人的班级只有 9 个学
生会系鞋带。有所学校上学第一
周，要先教孩子们如何摔跟头才能
让自己不摔得太重。

孩子们生活自理能力如此差，
当然是父母教育的结果，是父母低
估孩子生活能力的结果。如果一个
6 岁 的 孩 子 想 洗 衣 服 ， 妈 妈 说 ：

“你怎么洗得干净呀。”如果一个五
年级孩子提出来要自己做饭，妈妈
说：“你不能动煤气灶，万一关不
好煤气中毒了怎么办？你不能动

刀，切到手就麻烦了。”长此以
往，孩子如何不望“虾”兴叹？

与低估孩子的生活能力相对
的，是父母往往高估孩子的学习能
力。

在很多父母眼里，孩子不应
当有不会做的题，如果不会做，

“肯定是没好好想”“上课没认真
听讲”；如果孩子没考好，父母不
去 分 析 孩 子 可 能 哪 里 出 现 了 问
题、哪部分知识的掌握有困难，
而是责备孩子“如果你不马虎、
粗心，就不会丢这么多分了”“这
段时间你练球的时间太多了，影
响了学习，学习成绩提上去之前不
要再练球了”。

有个高中生，期中考试考了第
5 名，妈妈担心这样的成绩上不了
理想的大学，指责孩子学习不够努
力，每天睡得太早。孩子提醒妈
妈，当初她说“只要考到前 10 名
妈妈就满意了”，妈妈说：“你还可
以更好呀。你们这届学生的水平没
有上届的学生好，进前 10 也上不
了满意的学校。”

家长忽视生活自理能力的培
养，体现了他们认为学习成绩对人
生最重要的价值观。因此，他们总
希望孩子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在学

习上对孩子总有更高的期望，总对
孩子的现实表现不满意，总觉得孩
子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水平是不努
力、不够认真等主观态度造成的，
不是孩子力所不能及。一句话，父
母对于孩子学习能力的追求是“没
有最好，只有更好”。

父母的贪心反而贬损孩
子的学习能力

父母希望孩子有高的学习能
力、有好的学习成绩并没有错，但
是光有良好的主观愿望还不行，还
需要尊重科学。高估孩子的学习能
力，会对孩子造成生理和心理的伤
害。

这种伤害可能是生理上的。北
京体育科学研究所的潘启强前些年
曾经作过一项名为“中国青少年形
体健康检测标准化与干预”课题。
他发现写字姿势不正确会带来一系
列问题。学生中最常见的写字不正
确的姿势，是手指部分离笔尖太
近，或是拇指压食指。因为手离笔
尖太近，就挡住了字，孩子在看不
见字的时候，身子和头就会歪，眼
睛也会离字很近，时间长了就很有
可能近视，脖子、颈椎、脊柱会出

现侧弯。
这种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

是孩子过早开始写字造成的。生理
学研究表明，儿童肌肉的发育是不
平衡的，比较大的肌肉先发育，细
小的肌肉发育要晚些。幼儿园时期
的孩子小肌肉群非常弱，手没什么
劲儿，想写好字，必须手离笔尖特
别近才能使上劲，于是形成了错误
的握笔姿势。

这种伤害也可能是心理上的。
由于父母对孩子学习能力的贪心，
就会不断贬损孩子的学习能力，让
孩子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失去信心；
或者安排超出孩子学习能力的学习
任务，让孩子失去学习兴趣。

高估孩子的学习能力、低估孩
子的生活能力，父母就会认为孩子
的生活技能可有可无，让孩子自理
生活耗费的时间，还不如多背几个
单词、多做几道题有价值。

诺奖获得者提倡“让孩
子从小学会下厨”

事实上，生活能力与学习能力
是相通的，在生活中让孩子参与一
些自我服务性的家务劳动，不仅可
以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劳动能

力，也会让孩子发展生活能力。这
种能力，孩子同样也能运用于课堂
学习之中。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朱棣文，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
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
是一位水平很高的烹饪爱好者，
提出“让孩子从小学会下厨”的
观点。“我认为应该让孩子从小学
会 下 厨 。 动 手 做 是 很 重 要 的 概
念，美国教育相当强调做实验，
许多学生走进实验室后，自然就
知道各种器材的操作方式与应有
的安全观念。相较之，中国学生
可能将实验的目的、步骤背得滚
瓜烂熟，但是走入实验室后，常
常不知所措。”朱棣文说自己选拔
学生入学时，曾经淘汰了一些被
称为非常优秀的孩子。尽管那些
孩子的父母很不理解、很不满，
但朱棣文说：“这些只会念书的孩
子，连煎蛋、煮蛋都不会，怎么可
能懂实验？”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兰克·
威尔逊是研究人类手和大脑协同进
化的专家。他说：“我们是靠动手
来区别不同事物的生物。我们学习
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做事、创造，
以及靠我们的双手去感知。削弱动
手的能力会让大脑感到困惑。”

手的神经与大脑中枢神经直接
相连，对手的刺激就是对脑的刺
激，让孩子动手择菜、剥蒜，让孩
子自己系鞋带、缝扣子，就是一种
对脑的刺激，可以促进学习所需的
智力的发展。

父母培养孩子的目的，是让孩
子成为独立的人，有离开父母独立
生活的能力，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生活自理能力是一个人精神独立
的前提。在生活上依赖父母的孩
子，精神上不可能独立。

有的父母包办孩子的一切生活
事务，或者省下培养生活能力的时
间只让孩子学习，以为表达的是对
孩子的爱，却不知道知识学习只是
孩子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工作只是
成年人生活的一部分。试想，如果
为了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每天只准
工作，其他什么都不能做，有多少
人会以之为乐？

忽视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会
让孩子在独立生活的路上走得很艰
难。智慧的父母应该正确评估孩子
的学习能力和生活能力，帮助孩子
获得独立生活的能力。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家庭教育研究所所长）

父母切莫高估孩子的学习能力、低估孩子的生活能力

“削弱动手能力会让大脑感到困惑”
刘秀英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只 有 在
“确定性信息、完全信息、
静态的、单任务和有限领
域”这 5 个条件下才能发挥
真正的作用，而满足了这 5
个条件的工作，则会被计算
机取代。按照清华大学人工
智能研究院院长张钹院士在
2018 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峰会上演讲的说法，那些照
章办事，不需要任何灵活性
的工作，总有一天会被计算
机取代。

今天的家庭教育要有全
局意识，知道人类与动物、
与机器的区别在哪里，孩子
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本领；还
要有未来意识，了解世界是
变化的、社会是发展的，父
母要帮助孩子积累能够拥抱
未来变化的才能。

遗憾的是，很多父母一
心盯着孩子的学习，面对孩
子不尽如人意的学习成绩和
日常生活中的“笨手笨脚”
时，忍不住会责怪、打击孩
子；为了纠正孩子的问题、
弥补孩子的缺陷，在手把手
地教孩子知识的同时，忍不
住包揽孩子生活上该自己做
的一切，以为这样自觉自愿
地付出就是为了孩子好，就
是帮孩子。

但孩子越被动接受这样
的“帮助”，越离不开大人，大
事小事依赖父母，久而久之
成为习惯。反过来进一步强
化了父母的心理定势，使父
母越发急于把自己生活经验
的结论强加给孩子，把孩子
排除在自己解决问题之外。
事实上，父母对孩子能动性、
主动性有意无意的漠视，是
对其参与权的剥夺。

孩子活在当下，面向未
来。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社
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
异，很难预料 10 年、20 年
后孩子们将面对怎样的世
界，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
就是他们终将走出家庭、独
立于社会并且有所作为。真正爱孩子的父母，在当下
就要站得高一点、眼光放得远一点，为孩子未来的发
展垫好“铺路石”。

如今，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机器人改变我们的
生活和工作成为大势所趋。在围棋人机大战中 Al-
phaGo战胜韩国名将李世石、IBM在电视知识竞赛中
打败美国前冠军之类的事实，使得人们开始担心“人
类会不会被计算机所取代”。如何为孩子做好应对新
时代的准备，是父母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父母为孩子的做人、做事打下怎样的基础，关系
到孩子是否具有可持续的竞争力，关系到孩子能否成
人、成才。父母要转变自身的教育价值观，注重孩子
多种能力的培养。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类：显
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他人总结的已有的知
识，隐性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是一种领会、把握
经验，重组经验，以期达到理智地控制经验的能力。

对孩子而言，从书本中、课堂上学到前人积累的
知识并不等于能力。知识是别人经验的积累，而能力
是自身经验的积累，是在反复实践中形成的内化了的
东西，是面对变化可以举一反三、独立解决问题的基
本素质。

所以，从长远看，父母不必只盯着最容易被机器
取代的显性知识的死记硬背，过于在乎分数的得与
失。而要着眼于人工智能做不到的、能发挥人类智能
优势的方面，注重孩子学习过程中的思考能力、辨别
能力、创新能力的提升。

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家庭的资源优势，为孩子创造
实践环境，让他们在尝试失败和体验成功中获得成
长。因为任何人的生存、发展都是在生活中实现的，
正是家庭生活的一天天、生活小事的点点滴滴，滋养
着孩子从幼小的生命体成为能独立于社会的人。孩子
未来的各种能力发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
今天给予他怎样的实践环境。

比如日复一日看似简单的家务劳动，的确很容易
请保洁做卫生、叫外卖免了做饭。但如果父母和孩子
一起动手，对孩子的意义就不同了，其中包含了责任
感的培育、兴趣的萌生、人际合作力量的感悟、自己
动脑动手的历练、失败与成功的体验⋯⋯这是未来实
现自身价值、在劳动岗位上服务社会的基本功，是单
纯的知识学习替代不了的。

同时，父母要厘清与孩子的关系，善于激发孩子
的潜能。孩子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是从小在日常解
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不应是“亲子一体化”——孩子实现父母的意愿，父
母替孩子做事、对孩子的事主观臆断、指手画脚，而
应是大人与孩子在平等的立场上、在相同的起跑线上
共同学习，共同面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

孩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内在动力。作为独立个
体的主体性，这种内在动力表现为具有自主性、能动
性和创造性。家庭教育的最佳效果和最终目的，应当
是孩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教育，是良好习惯的养
成，是孩子的权利得以充分实现。

面对未来，父母对孩子的积极引领，不再只依靠
高学历或充裕的家庭经济条件，而更多体现在终身学
习的意识和对社会变化的敏感，是在此基础上对孩子
的各种问题准确应答，是在日常生活中给予高质量的
陪伴，创造有利于孩子充分发展的家庭环境场。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 《家庭教
育是什么——家长学习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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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动手，给大脑“充电”。 小夏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