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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被隔代
抚养的留守儿童。几十年过去了，在我
的心里依然留下很多困惑及伤痛。

我家姐弟三人，我是老二。我出
生的那个年代，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到
县医院工作，同时为全县培养赤脚医
生，父母分居两地。那时全县只有我
妈妈一位妇产科医生，可想有多忙。

我降临时，父亲第一反应：怎么
又是闺女，不要了，赶紧送人。重男
轻女的爸爸真的没有出现在病房。两
个月后，就把我留在姥姥家，妈妈返
回单位工作。

姥爷工作忙碌，姥姥操持一大家
子的生活，要抚养几个姨舅。那时候
我只有春节才可以回自己家跟爸妈一
起过年。一直到12岁那年，母亲从巨
野调回，我们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可
半年后，我又离开家开始住校生活，
直到一年前，才跟父母同住过。所
以，父母在我的生活中一直是比较模
糊、比较遥远的，不记得吃过爸妈做
过的特别好吃的饭，一家人亲密的交

流对我来说是奢侈的。
亲情的缺失，不止是缺少爱，对

一生性格的养成影响都很大。因为亲
情的缺失，我没有安全感，严重缺乏
自信，缺乏爱的能力；因为没有被关
注，所以不善表达，也不敢主动说
话。这么多年潜意识里就怕别人不喜
欢我，所以做事更多的是考虑别人的
感受，很少关注自己内心的真正需
求。最难的就是不知道如何处理与亲
人以及周围人的关系。

回想童年，开心、幸福、温暖的
画面好像不多，盼望、渴望然后失望
的记忆比较深刻。

记得小时候有三次挨打的经历。
一次是我爸带我弟弟到姥姥家，发现
了我留着自己吃的一点点果酱面包，
因为不想给他，父亲狠狠揍了我一
顿；还有一次带我去巨野探亲，在长
途站吃饭，我不小心把猪耳朵掉到地
上，被狠狠训斥。最难忘的画面，是
在小学期间，有一次在市里演出，离
我家很近。演出后我跑回家兴高采烈

地敲门。一开门，父亲说：“你怎么
回来了？”原本在低头吃饭的他，站
起来把还没进门的我直接拽到车站，
送回姥姥家。那种沮丧、那种心痛，
一生难忘。

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能够回自己
家住上一晚，哪怕睡吊铺。我记忆中好
像从来没有拉过父母亲的手，更没尝过
被抱起的滋味，父母的目光也是生疏
的，以至于很难流畅地喊出爸爸、妈妈。

孩子对父母的依恋、渴望被关注
如果得不到充分满足，潜意识里会认
为自己不重要、不够好，渐渐会自
卑，越来越不自信。我不太清楚假如
缺失了这一课，未来可以怎样修正，
什么时间比较好？如何弥补？我时常
思考一个问题，身体生病了可以去医
院，找到对应的内科或是外科治疗，
可是成长中缺失功课，谁来发现？到
哪里治疗？

因为在媒体工作，很多人不理解
我怎么可能不自信，怎么可能自卑，
可我真的认为自己是怯怯的，尤其是

与人打交道时，真是难死了。从上小
学到大学，老师是非常喜欢和赞赏我
的，努力、认真、上进、功课好。

工作中同样是充满创造力，作品
获全国大奖，创意滔滔不绝，充满自
信和能量，好像工作和生活完全是在
两个世界中。

成长中缺失的功课，假如有恰当
的机会，还是可以有所改善的。但想
全部修复，真是好难啊！

去年我参加了舞动治疗，才隐隐
触碰到内心弱弱的一点声音。好像第
一次开始关注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且
还有了一个发现，好像自己始终是“被
选择”，之前完全没有觉察。组建家庭
同样是“被选择”，而自己不知道想要
什么样的生活，也不太清楚自己在家
庭中的角色，所以失败和解体是必然
的。现在想想，我不是把自己丢了，而
是从来就没找到过自己，更多是社会
需要我这样做、单位需要我这样做。

这种童年的创伤代价沉重，形成
的内向封闭的性格，假如没有强大的

感知、学习、外力相助很难调整好。
父母给孩子滋养，会让孩子变得

温润饱满幸福，否则，笑都会拘谨、
不自然。记忆中，我很少有畅快的、
松弛的笑，好像始终背着一个重重的
壳。这种痛已经是性格和生活中的一
部分，是永久的痛！

现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很多爸
妈不得已要工作，家庭中不得已会角
色错位，祖辈承担起隔代教养的责
任。即使这样，爸妈也要创造条件用
心关注孩子，孩子是多么渴望爸妈的
关注，多么渴望能住在自己温暖的家
里。如果孩子在家庭中有表达的权利
和机会，可以有正常的喜怒哀乐，可
以在家庭中有角色的参与而不是一个
隐形人的话，在心中种下的一定是美
丽的七色花。

因为自身的经历留下了一生的
痛，所以诚恳地呼唤父母给孩子真心
的爱，多一些时间陪伴，给他们自
信，给他们爱的能力，让他们有力量
对这个世界付出更多的爱。

亲情缺失是我永久的痛
秋雪

童年看似美好完美

我不到 3 岁就被送到外公外婆家
寄养，6 岁才回家上小学。那时爸爸
一过完春节就启程到天南海北挣钱养
家，深秋和冬天才能回家乡，妈妈独
自带 3 个孩子实在吃不消。那几年我
是外婆家唯一的小孩，外婆把我当作
掌上明珠，舅舅和小姨像比我大十五
六岁的哥哥姐姐和玩伴，家里时常充
满笑声和五谷的香气，我的生活中完
全没有寂寞和乏味。

上小学后，周六下午放学的铃声一
响，我背起小书包就奔向外婆家，漫长
的暑假和寒假更是不假思索地去外婆
家过。这样的生活节奏一直差不多持
续到我高中毕业远走外省读大学。那
10年中，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都是我的
亲人，只不过外公外婆是更亲的亲人。

外婆和外公对我慈爱有加，但是
规矩和底线决不含糊。如果我敢跟着
村里那些大孩子似懂非懂地干偷东
西、往水井里撒尿的勾当，接下来就
得在外公的呵斥下过几天担惊受怕的
日子。而外婆也没有忘记教我干点放
羊、拾柴之类的活儿。

3年全年寄养和后来10年的周末、
节假日时光，给我带来极大的幸福。外
公外婆对我有养有教、有恩有威。

一直到我长大成人有了反思能力
之前，我都认定在外婆家的童年是美
好甚至完美的。

长大后弊端渐渐显现

首先，无意中带来我与父母关系
的疏离。

仅仅 3 年时间，我心中就把外婆
家当成我的家，把外公外婆当成父
母。每次从外婆家回到父母家，更像
从自己家到一个亲戚家。这样的感
受，一直到我 40 多岁时依然残留于
心。与母亲的疏离在我青少年时期渐
渐化解，与父亲的隔膜却一直到他晚
年付出极大耐心和努力后才消除。

严格地讲，近50岁时，我才从内心
完全把父母的家当作自己的家，才完
全消除情感上的陌生、疏远和漠然，真
正建立起与父母的接纳和亲密。

其次，间接导致我与同龄人关系
的张力普遍而长期。

上大学之前，我的亲子关系中，
主角是外公外婆，配角才是爸爸妈
妈，成人后我的人际关系被这种经历
深深地影响着。

甚至直到结婚成家之后，我最自
如和享受的人际关系都是与比我大三
四十岁的长者相处。而由于与年轻有
活力的母亲互动过少，使得我与年轻
女性交往总觉得很吃力，感觉她们像
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人。

由于与父亲的关系肤浅而少互
动，我年轻时与同龄男性进入同事和
伙伴关系时比较笨拙，建立有友谊、
有竞争、有冲突的竞合关系时更感吃
力。于是我倾向于选择安静的角落来
安放心情，以至于一度封闭在自己的
小天地中。

第三，进入夫妻和亲子关系时遇
到极大的挑战。

2002年，我开始学习研究夫妻关
系、亲子关系和家庭建造的理论和方
法。即使有16年家庭教育学习、研究
和实践的积累，我在夫妻关系建造过
程中，依然困扰于缺少自幼与年轻时

的妈妈亲密相处的直观经验，不得不
从头学起，让妻子因此吃了不少苦
头。由于缺少与年轻而有活力的父亲
朝夕相处的童年经验，我在与儿子相
处时也是常常理论先行，有时不得不
在试错中积累经验。

方便三五年 麻烦几十年

一般意义上的隔代抚养，是指在
没有不可抗拒的大环境 （战争、灾
荒、瘟疫） 和无法克服的家庭困难

（父母亡故、残疾、坐牢等被迫缺
位） 情况下，未成年子女的身体和心
灵养育事务交由祖辈承担一年以上，
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养子女和养父母的
情感依恋。但是，即使看上去比较完
美的祖辈教养，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从0到18岁，孩子每个阶段各有不
同的特征和发展任务。0至6岁是儿童
智力发展最快的阶段，这时儿童的世界
完全是以母亲或父母为核心的，亲密的
抚养过程几乎可以铸就儿童的心理特
征、人格特征、人际交往模式。

如果连续抚养时间超过两三年甚
至更长，儿童很多行为习惯就可能成为
主要抚养者的拷贝。而一般父母往往
错误地认为，孩子上小学才是成长的开
始，此前的抚养没有什么决定性影响。

在教养责任主体的认知上，中国
人看重家族观念，认为儿童抚养既是
父母的责任，也有祖辈的责任，遇到
困难时商请祖辈担当部分辅助性责
任，并无不妥。但是现实中的这种合
作抚养，往往变为父母以工作忙、事
业发展需要为由，将抚养主体责任不
合理地转移到祖辈身上。

祖辈教养往往颠倒了身体抚养与

心灵抚养的重要性。在衣食需求基本
满足的条件下，儿童年纪越小，每日
每时的陪伴所形成的心灵抚养就越重
要，6 岁之前尤其如此。年轻父母如
果忽视陪伴对儿童心灵抚养的重要
性，祖辈又往往把孙辈当成有血缘关
系的长住客人。这种微妙的差距，使
得祖辈并不能代替父辈。

年轻父母要算一算近期收益与远
期收益的得失。三四十岁正处于事业
关键期，把孩子交给精力尚可的祖辈
养育到 6 岁，似乎是两全其美的选项。
但其后果是影响自身的亲子关系、影

响子女未来家庭和亲子关系、影响子
女职场关系和社会关系，得一失三。
方便三五年，麻烦几十年甚至一生，弥
补起来要付出长期努力、动用更多资
源，还要承担弥补无效的巨大风险。

借用美国最大家庭机构创造人杜
布森博士的话：孩子在 0 到 18 岁之间，
把他们养大成人，是为人父母的第一
责任。在隔代抚养普遍发生的今天，
每对父母都要思考这个重要的命题。

（作者系新华社国内部重大报道
策划中心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
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

隔代教养 得一失三
鹿永建

发现一：近八成城市家庭祖辈参
与孩子的教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

（93.8%） 乐意参与教养，“希望享受
天伦之乐”是他们参与教养的首要原
因。祖辈的高参与率与中国传统观念
中将传宗接代、人丁兴旺视作家族大
事有关，与儿童父母的生活、工作压
力有关。

发现二：城市中祖辈参与家庭教
养的总体比例很高，但纯粹隔代教养的
比例并不高。从儿童出生到小学阶段，
六至七成左右的家庭采取了父辈和祖
辈联合教养的模式。

发现三：接近三成的祖辈参与儿
童教养但并不与儿童同住；36.5%家庭
中存在为照顾儿童而“老漂”的祖辈。

发现四：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参与

儿童教养的比例大致相当，在对儿童
的影响方面，大多数男性祖辈的影响
要弱于女性祖辈。父母双方仅母亲为
独生女的单独家庭，祖辈参与教养的
比例最高。

发现五：在各种家庭教养活动
中，祖辈在对儿童生活照料方面参
与率很高，而在对儿童行为规范、
心灵关怀和陪伴方面仅有中等程度
的参与率。

发现六：两代人的育儿知识获取
渠道存在较大差异，祖辈的获取渠道
相对封闭，以家庭内部的经验积累和
传递为主，对于获取新知的主动性也
相对较弱。

发现七：在参与教养的祖辈当
中，超过半数认为参与儿童教养对祖
辈自身而言利大于弊；有 45%的城市
儿童父母认为祖辈参与家庭教养利大
于弊，明确表示弊大于利的父母为
15.6%。

发现八：在祖辈参与教养的家庭

中，儿童祖辈和父辈代际关系更好；
家庭里是否有祖辈参与教养并不影响
亲子关系的质量。如果父母在儿童
0—6 岁期间“不参与教养”，使得祖
辈 角 色 从 “ 参 与 ” 变 为 “ 全 权 代
理”，这样的家庭教养模式就会对亲
子关系质量造成持续性的伤害。

发现九：接受“单一祖辈教养，
父辈基本不参与教养”的儿童，心理
健康状况最差,问题行为也最多。在
进入幼儿园前接受“父辈为主祖辈为
辅的联合教养”的儿童，心理健康得
分显著高于接受“单一的父辈教养，祖
辈基本不参与教养”“祖辈为主父辈为
辅的联合教养”“单一的祖辈教养，父
辈基本不参与教养”的三组儿童。

发现十：“单一父辈教养”的儿
童在学习自理方面的表现最好，这表
明在对儿童学习习惯的培养上，父辈
可能比祖辈更为重视，也发挥着积极
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
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祖辈参与教养的
十大发现

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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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夏如 绘

整合资源
建立市民游学体验基地

随着镇海区社区教育覆盖面的日
益扩大，教育模式也正由传统的集中
学习向更为丰富的体验式学习转变。
而“游学”作为社区教育工作的一种
高级表现形式，不仅能创新市民学习
方式，助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教育，
更为社区教育市场化探索奠定了实践
基础。年初，镇海区社区学院牵头，
充分整合辖区 6 个街道及下辖社区的
社区教育基地和市民学习体验中心等
资源，按照“走出去，走进来，将资
源串珠成链，将游与学有机融合”的
工作思路，根据各街道、乡镇特色及
市民学习需求，打造“雄镇一日”系
列游学基地，为市民多元学习需求奠
定厚实的平台基础。

紧贴需求
打造市民主题游学项目

作为一座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历
史小镇，素有“浙东门户”“海天雄
镇”“全浙咽喉”之称的招宝山街道

“海防文化”主题游学，以镇海经济增
长重要板块和为大工程服务、营造生
态环境重要基地的蛟川街道“生活技
能”主题游学，著名的侨乡、素有

“文化之邦，商贾之地”称誉的庄市街
道“宁波帮文化”主题游学，浙江省
小城市试点镇和区政府部门新驻地的
骆驼街道“智慧生活”主题游学，富
有商富族的人文精神、经典的建筑文
化、丰富的宗祠文化、悲天悯人的慈
善文化、前卫的妇女文化、多彩的民
俗文化等的百年古镇澥浦镇的“民俗
风情”主题游学，流淌着中国革命的

红色血脉、传承着古老农耕的手工技
艺、创造着新型农业科技智慧之光的
以九龙湖镇为主的“微耕农场”主题
游学，一一为市民呈现。

企业参与
开发市民游学课程内容

在主题游学项目顶层设计的基础
上，镇海区社区教育相关机构多位一
体，联合开发“公益体验、技能培训
和主题活动”三大主题游学项目课程
体系，设计涵盖青少年职业生涯体
验、传统手工创意设计、爱国主义教
育、成人技能素养提升、民俗风情体
验、文化主题活动等市民游学活动课
程，满足市民多元化学习的需求。

社区组织
开展市民主题游学活动

结合节庆日、节气、气候、农作
物特点等因素，组织发动，具体统
筹，配合落实。通过知识习得、文化
熏陶、审美体验、技能获取、情感养
成等一体化学习活动，让学员们在游
览式、交互式、自助式的体验中寻找

到学习的乐趣，并获得个性成长与自
我激发。

在多年的终身教育实践探索中，
镇海区各镇、街道立足辖区特色，秉
承工作项目化，项目科研化，积极践
行多元化的社区教育研究。

蛟川街道：“学院式”社区矫正。
利用成校教育资源建立“学院式”社
区矫正基地，并借此开展社区矫正工
作，切实提高了社区矫正教育质量，
有效破解了矫正集中教育的难题，开
辟了社区矫正教育新途径，对强化社
区服刑人员教育改造和构建法治社会
起到了积极作用。

九龙湖镇：创新老年教育发展新
模式。根据老年学员经验阅历丰富、
自主意识强烈、学习目的明确、理解
能力强、记忆力衰退的实际特点，积
极创新探索，采用开放的办学理念，
运用互动式、探讨交流式等灵活多样
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推出精品课
程，走进农庄、工厂，组织有条件的
老人到附近的农庄参观现代农业，在
工厂参观现代工业，让老年人感受到
现代科技的无穷魅力。

骆驼街道：以实训体验室建设助
推学校培训品质提升。借助宁波市

“终身教育提升工程”的实施，建成了
应急救护、舞蹈、西点体验、计算
机、书画、茶艺等 6 个校内实训体验
室和花木体验等多个校外实训体验基
地，一个个实训体验室正逐步变成骆
驼街道品质培训的风景。

澥浦镇：农村老年教育模式的特
色发展。教养结合“守望互助”模式
是农村老年教育模式的一种创新。“守
望”是指患难时互相关心帮助。养老
助老守望服务就是对有困难的老人实
行志愿帮扶活动。建立守望服务中
心，中心的实质就是一个慈善义工基
地；按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对志愿者进
行适当分类，组建亲情、医疗、家政
3 支志愿者队伍，对有需要的农村居
家老人提供安全看护、生活照料、精
神慰藉、医疗服务和家政服务等。

招宝山街道：教养融合之“学养
—助养—护养”。联合老年大学、社教
中心、“新三宝”服务社，在各社区推
出了“家门口的老年大学”项目，开
设了戏剧与表演、歌唱、老年拉丁
舞、太极拳、家庭绿艺、健康保健、
计算机、智能手机等课程，为老年人
提供菜单式老年教育服务。另有志愿
者上门助读、伴读，通过温情伴老，

满足无法出门学习的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需求。

庄市街道：“庄市人文讲堂”的品
牌建设。庄市街道在社区公益性讲座
的基础上，引入市级公益性培训品牌

“宁波社科讲坛”，成功打造了“庄市
人文讲堂”的品牌，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内容选题贴近公众需求，涉及人
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
与人的关系等方面；多方联姻实现多
方共赢的模式，积极探索公益性市民
教育的运作模式，即市民点单、专家
讲课、政府买单、社会受益；点面结
合形成辐射格局，与街道、村 （社
区、企业） 组成稳定的组织队伍，形
成“设立人文讲堂网点—基层群众按
需点题—成校上门送讲座”的运作模
式，开展人文讲堂进农村、进社区、
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等“五进”
活动。人文讲堂运作以来，积极整合
社会各方资源，充分利用庄市的独特
地理位置和人文积淀，倡导求知精进
意识的人文庄市精神。人文讲堂已成
为弘扬先进文化、普及科学知识、提
升市民文化素质、丰富市民精神生活
的重要阵地。

（宁波市镇海区社区学院 徐雪群）

厚德满雄镇 书香飘镇海
——宁波市镇海区文化兴镇纪实

一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崇学重教的
沿海小镇，因特有的“书香镇海”“厚德镇
海”“院士之乡”文化，仿佛成了一本耐人寻
味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