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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儿童肥胖率上升较快。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首都儿科研究所等多个单位专
家联合编写的《中国儿童肥胖报告》显示，
1985年至2014年，我国7岁以上学龄儿童超
重率由2.1%增至12.2%，肥胖率则由0.5%增至
7.3%，分别增长近5倍和14倍。日前，中国
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所做的调查
也显示，85.1%的受访儿童家长坦言身边肥胖
儿童多，45.5%的受访儿童家长坦言孩子已经
超重。

对此，有专家建议，预防和改善儿童肥胖
得从“食育”开始。“食育，就是饮食的教育
或健康教育，即教育孩子从小就要认识到什么
叫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作有序，教育好孩
子从小就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

孩子肥胖
父母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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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教育已经走到了改革的深水

区，但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依然未能有效
解决，如愈演愈烈的课外辅导将孩子引导向
了分数至上的歧路、走出家门的孩子缺乏生
活能力和社会能力、培养出的学子缺乏足够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甚至不知道不遵守基本
的社会纪律和规则，受过良好学校教育者
却缺乏基本的文明素养⋯⋯这些问题背
后的影响因素肯定是多元的，但有一点可
以肯定，那就是我们不断追逐“知”而忽略

“行”造成的结果。
陶行知是强烈反对“唯知识论”的教

育，他曾大声抨击当时中国教育“知行分
离”。正是因为对当时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
脱离的不满，他在晓庄师范招生时就强调，

“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都不要来，来了就
都要在“做中学”。也就是说，生活教育提
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陶行知希望能
够以此来改造畸形的智力教育——应试教
育，从而解决教育与生活脱离的问题。

针对此种现象，陶行知在多年的思考
中逐步构建起了生活力、学习力、自治力
和创造力的“四力”与 23 项常能的教育体
系。这 23 项常能包括初级如会洗衣做饭、
应对进退、游泳急救和更加高级的如会开
车、翻译、速记、领导等等。这些具体的目
标是落实生活教育的实际抓手，提升了学
生的核心能力素养。

时至今日，我们回过头来看生活教育
的实践，再联系我们当下的教育，迫使我
们进一步来反思的问题依旧很多。

一要提升学生的生活力。应试教育
的重压之下，学生的生活力缺失已经是不
争的事实。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儿童青少
年不会洗衣做饭，不会与同伴交往，缺乏
个人独立生活的能力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实，我们都知道：生活力就是一种生活
的能力，包括与人交往、自我生长发展和
改造社会的能力。但在我们重考试重成
绩轻素养的时代，家长和学校剥夺了儿童
生活力培养的机会，导致儿童的世界中生
活是生活，教育是教育。

二要提升学生的学习力。这种学习
力并不是被动的学习，而是自主的、探究
的学习能力，其学习的范围也不仅仅是书
本知识，而是包括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包括我们的生活素养、社会素养。对学习
力，陶行知曾有经典的表述：“指导他，使
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
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
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
解决别的问题。”但在我们的现实教育中，
学生们主动质疑、反思的并不多，更多的
是被动填鸭式地接受学习。知其然不知
其所以然，必然会导致学习力提升受限。

三要提升学生的自治力。自治力的
缺失在当下的中国教育中貌似是一种常
态，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甚至儿童自我都
不太关心自治力的培养。事实上，自治力
这一素养的形成不仅事关个体素质，更是
关系到未来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形象。在
陶行知看来，自治力的形成，“可为修身伦
理的实验”“适应学生之需要”“辅助风纪
之进步”“促进学生经验之发展”。从某个
角度来说，这既是集体规训的一种体现，
当然也是社会素养进步的标尺。

四要提升学生的创造力。在忙于各
种奥数竞赛、教育培训补习、各类兴趣班
的童年中，儿童的创造力被扼杀了多少？
当教育与日常生活相脱离走入“唯分数
论”的时代，儿童也很难获取创造的灵感
源泉；当我们看重强制性记忆背后带来的
良好成绩时，我们也就忽视了给儿童自由
创造的时间和空间。所以，陶行知才会大
声疾呼，要解放儿童，解放儿童的眼睛、头
脑、双手、嘴巴、空间和时间，也只有让儿
童实现了“六大解放”，他们的创造能力和
灵感才会源源不断地展现出来。

五要让学生掌握日常技能。陶行知
提出的 23 项常能均是实际易操作的，比
如，他希望儿童青少年能够掌握诸如烧饭
做菜、洗补衣服、种园、布置、修理、管账、游
泳、编书等等技能。事实上，看看今天我们
生活在 21 世纪的学生们，其日常生活技能
的掌握甚至还远远比不上陶行知那个时代
所教育出的学生。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
指导儿童掌握日常技能，其实就是教会他
们开始学习并适应日后的独立生活。

当我们立在当下，发现现实教育问题
的时候，我们回望历史会发现，生活教育
理论曾那么鲜活地挺立在中国近现代的
教育舞台上，让教育与生活相融。陶行知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生活做中心的
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
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
本”。这振聋发聩的声音恰恰指向了我们
当下教育的弊端，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
审视生活教育的实践价值。生活力、学习
力、自治力、创造力以及日常技能，它们都
是以生活为旨归，指向的都是培育真正的
人的核心素养能力。所以，无论是历史还
是当前，它们都应该成为破解教育难题的
一个有效选项。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
副院长，原载《光明日报》，有删节）

教育要回到
生活培养真人

刘大伟

生命孕育之初，每位父母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长大。而随
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父母眼中
只有“别人家的孩子”，对自己的
孩子怎么看都不满意，与当初简单
而淳朴的教育期待渐行渐远。

现实中俯首可拾这样的案例。
有媒体报道，身为公司中层的程女
士参加完朋友聚会后，看到朋友的
儿子“4 岁识字近千，能阅读英文
绘本，还在学拼图、钢琴”，又考
上了某培训机构的尖子班，再想到
自己的孩子虽然身体健康，却没什
么特长，禁不住焦虑到大哭，“感

觉自己特别失败”。
真的是家长的失败吗？“4 岁识

字近千”值得羡慕或效仿吗？但凡有
教育常识的人士都有答案——“一龙
生九子，子子各不同”，每个孩子都
有自己的优长和短板，真没必要用

“别人家的孩子”来衡量自己的孩
子，抑或照着“牛娃”的培养模式照
方抓药。抛开自己孩子的实际，过度
较真儿的结果，就是陷入焦虑难以自
拔。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一位医师就
表示，近两三年接诊的患者中，焦虑
父母这个群体渐渐增多。

行为始于观念，父母普遍教育焦
虑的行为背后，是偏执的、脱离正轨
的教育观。而改变拔苗助长、过度补
课等违反教育规律的行为，还要从改
变父母的教育观入手，从自觉为教育
观做一次“体检”入手，对照最初的
教育期待，重新为自己、为孩子设定
坐标。从现实来看，我国许多家庭需
要一次新的教育启蒙，需要重新认知

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从遵守育儿规
律与常识入手，从培育真善美的心
灵、养成良好的习惯和丰富健全的人
格入手，认真检视自己的教育。

检视教育观实际上很有必要，能
帮助父母找出教育的症结，及早亡羊
补牢。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每年
暑期，大学生整容现象比较普遍，不
少 70 后父母在为孩子的“求美”行为
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有的父母甚至
把整容当作给孩子的“开学礼物”。外
表或许可以通过整容变得更美，但对
美的理解、自信心的建立、对自我的接
纳等，都需要父母从小帮助孩子拥有
正确的认知，这深深影响孩子的未
来，是父母要讲授好的一门课。

父母有意识地检视自己的教育
观，补上孩子成长的必修课，既是给
孩子真正所需要的、受益终身的教
育，也是帮助父母校正自己行为、不
偏离最初的教育观。很多时候，父母
之于孩子的教育，就像诗人纪伯伦所

说的，“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
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受社会功
利观念所裹挟，忘记了对于孩子而言
什么是最重要的、孩子应该承载自己
的还是父母的期望、面对人生的抉择
时是父母还是由孩子自己来决定。

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
的家庭变得非常富裕，但富裕起来的
中国人似乎并没有学会以积极的教育
观科学教育下一代。有媒体报道，

“85.1%的受访儿童家长坦言身边肥胖
儿童多”，此种现象反映的事实是，多
数父母给了孩子过多的物质或营养，
却没有引导孩子养成好的饮食习惯。
说到底，父母走偏的教育观，最终要由
孩子来买单，要以孩子走弯路为代价。

而改变走偏的教育观，既难又不
难。说难，是因为观念特别是旧有观
念已内化为生活的惯习，改变起来可能
带来浑身的不舒服，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力；说不难，则在于有着自我省思习惯
的家长，往往能及时调整自身行为，在

孩子成长的关键期给予关键帮助。事
实上，不断检视自己教育观的父母更能
培育出优秀的孩子，孩子的成长道路也
更自信。澎湃新闻日前报道了一家三
口读同一大学同一专业的新闻：谈及父
母对自己的教育时，今年成为清华大学
新生的00后一代陈嘉雯表示，“家庭对
我影响挺大的，父母的学习也很好，带
给我指引和视野”。

家庭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全方位
的，当父母有意识地定期检视自己的
教 育 行 为 ， 为 教 育 观 做 一 次 “ 体
检”，有助于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
也为孩子带来更足的成长动力，彼此
都能感受到成长的快乐。如果说这个
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教育，只有最适合
的教育，那么最适合的教育一定是父
母随着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不断校
正自己的教育观，帮助孩子走好自己
的路。家长明白这个道理，以坚定的
行为、从容的心态看待孩子的成长，
自然会收获最理想的教育。

定期为教育观做一次“体检”
张贵勇

家长群如何不被异化
随着微信的广泛使用，不少中小学幼儿园以班级为单位建群促进家校联系。然而实际中，原本的交流平台发生变异，有的学校在其中发布教学内容，家长好

比“助教”一样被绑架在学校教育中，产生心理焦虑的同时也给学生造成更大的课后负担；有的群还异化成“攀比群”“马屁群”甚至培训机构的“广告群”。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微信家长群

毫无疑问，家长 QQ 群、微信
群等的流行和普及，已经成为学校
老师和家长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
重要平台和方式。从布置作业到
家长给孩子请假、学校组织活动需
要家长配合，再到家长就班级学生
们的学习情况提出建议和意见，供
学校和老师改进工作等，都可以在

“家长群”里来完成，随时随地、省
时省力。这种学校和家长、老师和
家长、家长与家长之间全新的交流
和沟通平台的出现，也算是一种与
时俱进。

但是，各种班级群、家长群的
盛行，也带来一些问题和弊端，遭

到很多家长和老师的吐槽。比如
不少家长反映，对于一些超过课程
标准的知识，老师按规定不能在课
堂上提出要求，于是通过微信群布
置，教的重任就落在家长肩上；再
比如按照教育部要求，小学一二年
级不能布置书面作业，而各种家长
群就成了变相违规的渠道。当家长
群异化为“助教群”，无形之中就加
重了家长们的心理负担。

围绕家长群的异化所导致的
问题，还不止这些。在一些家长看
来，很多家长群已经沦为了“攀比
群”“马屁群”“广告群”，既让人生
厌，又让人无奈。一些家长喜欢在

群里晒自己孩子所取得的各种成
绩、荣誉，无形之中在家长中造成
了攀比心理，也加大了其他家长的
焦虑情绪。而有些家长为了讨好
老师，无论老师随便在群里说句什
么话，家长就又是点赞，又是送花，
或者是一片讨好、奉承的话，结果
既让老师感到难为情，也让其他家
长不满。

实际上，家长群就是供老师发
布各种信息、和家长进行沟通交流
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
实现快速高效、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家长不能把其当成是普通的
聊天群，在里面聊一些和老师工作、

学生学习无关的事情，也不能把其
变成一个讨老师欢心、给老师留下
所谓好印象的地方。

为此，在建立“家长群”之初，
不妨订立群规，约法三章，以避免
以后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
违反“群规”的家长，要给予及时的
提醒和警告，一再违规者，则实行
禁言制度。“家长群”的良好生态、
和谐氛围，关系到老师的教学、学
生的学习、老师和家长的沟通，确
实需要“减负”，需要各方共同的呵
护。

（作者苑广阔，原载《北京青年
报》，有删节）

别让家长群成为家长负担

提心吊胆地每日看群，导致身
心疲惫，这样的家长群“病”了。作
为家校联系和沟通的平台，微信群
的存在本身并没错，错在使用微信
群的人。家长群变成“助教群”“攀
比群”“马屁群”“广告群”，是家校
关系异化的一个缩影，而其背后则
是社会对教育的深深焦虑。

指望家长们在群里淡定面对、
理性互动，恐怕不切实际。无论是
升学挑战带来的恐慌，还是教育

“抢跑”引发的课外培训热，抑或充
满着“名利秀”“关系秀”的家委会
竞选，无一不在非常直观地说明教
育在一个家庭中的重要性和特殊

性。每一种现象都能看出家长对
孩子教育的焦虑情绪是实实在在、
根深蒂固的。

正因于此，规范家长群、构建
良性的家校关系，主动权和主导权
应掌握在校方手中，老师应尽到更
大责任，起到更大作用。

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中，很
多老师把家长当成了“编外老师”，
将本属于校方的责任转嫁给家长，
而疲于应付的家长却敢怒不敢言。
长此以往，家校双方责任错位、角色
迷失，家庭教育成了学校教育的附
属品，正常的家校关系被异化了。
在某些学校，除了检查作业外，班级

大小事务都有家长的身影，甚至家
长会替老师监考、值班等。若有家
长提意见，动辄就会被扣上“不配合
老师”甚至“不配当爸妈”的帽子。
若再有“戏精家长”故意搅事，问题
就会变得更严重。

构建良性的家校共育局面，首
先要学校正视、引导和化解家长的
焦虑，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利用这种
焦虑。在家长群里，老师发言的分
量毋庸置疑，因此当群内出现不好
的苗头时，老师应主动 、及时劝
阻。除了此类在微观层面实施具
体措施外，还有必要从宏观层面加
强顶层设计，尽可能厘清学校与家

庭的权责边界、角色分配，让家校
双方各得其所、各尽其责。具体来
说，就是学校努力提供更多均等化
优质教育资源，家庭努力为孩子提
供良好成长环境。二者优势互补，
但不能相互代替、彼此不分。

眼下又到开学季，家长群又
将热闹起来。家长群虽小，但足
以 成 为 折 射 社 会 现 实 的 一 面 镜
子。对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来
说，这是一个提醒，也是一种责任：
构建和谐家校关系，化解社会教育
焦虑，不妨从改变家长群开始。

（作者陈广江，原载光明网，
有删节）

家长群背后的教育焦虑何以化解

家长群异化有多种成因。一方面，在素
质教育的形势下，一些追求学生成绩和升学
率的学校，在校内实行减负政策，却将负担
转嫁给了家庭学习和校外学习，借家长群让
家庭教育过度扛起学校教育的责任；另一方
面，不少家长过度关心学校教育，赋予家长
群家校沟通以外的功能，既恨不得掌握孩子
在校的每一分钟，又希望群里的一言一行都
能换来孩子受到老师的重视，功利心严重，
浮夸成风，群也就逐渐异化。

家长群成“负担群”，将正常的教学关
系蜕化成利益交换关系，是教育极端功利化
的典型折射，扭曲了家校关系、师生关系。
对于老师、学生、家庭及社会，都是一种负
担，也是一种污染，破坏教育公平、败坏社
会风气，更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些
公办小学明确不鼓励班级建家长群，就是为
了防止异化成各种夸张表演的“戏台”。这
是驱邪扶正之举，也是教育工作者履行义务
教育主体责任、回归学校教育本位的表现。

实际上，家长群并无原罪，关键在于厘
清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的责任与界限，
学校要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加强师德师
风教育，强化教师职业道德，提升教师人格
品质和社会形象，严厉惩治钱权交易、以权
谋私等“师腐”行为，净化教育生态。同
时，家长也要理性看待家校互动，关注和配
合学校教育但不能过度参与、干涉及包办。
回归家长群的正当职能，摒弃功利化思维，
双方相互协调又各尽其责，才能真正实现家
校共育的教育目标。

（作者王丽美，原载四川文明网，有删节）

变味的家长群
扭曲了家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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