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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成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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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小事开始培养男子汉

培养男子汉 家庭走在前
洪明

中小学学生干部中，女孩居多；“高考状元”“大学生国家奖学
金”等，女孩占优势；男青年应征入伍报到后，因怕苦怕累、不适应
军营生活，强烈拒绝服兵役；屏幕上的男孩形象越来越中性化、伪
娘化、阴柔化，男孩世界里阳刚之美越来越少⋯⋯种种“弱男生”
现象、竞争中的阴盛阳衰，不仅中国独有，国外也存在。1988年哈
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波拉克在《真正的男孩》一书中就说，当代
男孩“胆小懦弱”“缺乏自信”，取得的成就“远不及”当代女孩。

这些男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原因是复杂的，解决也要全社
会共同努力。比如社会要做好舆论导向，注重对男子汉精神的挖
掘、传播、报道，多寻找发现身边的男子汉形象，多讲述历史和现
实中的男子汉故事。学校设置特殊课程，培养男孩的坚韧品质、
家国情怀和责任与担当。但无论社会和学校怎么做，要紧处还是
在家庭，因为男子汉培养不是具体的知识技能的传授，而是气质
的变化，父母尤其是父亲的影响至为关键。

1 男子汉气质缺失导致“弱男生现象”
今天的男孩“弱”在哪里？一方面在

竞争力上越来越不如女生。农业时代的竞
争力主要是力量与勇气，工业时代主要是
知识、技术，信息化时代的竞争力主要是
以学习力、创新力为核心的综合实力。今
天，竞争开始前移到小学，整齐划一的要
求与以精细化知识体系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对女孩更有利，男孩在学习成绩和在校表
现上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现有的学校课
程设计、教育环境、考试评价、教育内容
等没有充分照顾到男孩发展特征，没有发
挥男孩的特长与优势。

另一方面，男孩在性格发展方向上变
得越来越不像男孩。人们往往喜欢用“男

子汉”来形容男性特征，表达社会对形象
上比较伟岸、行为上比较果敢、性格上比
较刚强、抱负上比较远大的理想男孩的要
求。但现实中许多男孩不像男孩，没有朝
着男孩优势方向，呈现出中性化、伪娘
化、奶油化的发展方向。

从公众形象到寻常人家，男孩在语言
上娘娘腔、娇滴滴、嗲声嗲气、婆婆妈
妈、无病呻吟、大惊小怪等现象比较流
行，在装束打扮上染发脱毛、面膜护理、
整容乔装、搽脂抹粉、奇装异服、细皮嫩
肉、窈窕身材、婀娜多姿等现象颇受欢
迎；在行为举止上胆小怕事、畏手畏脚、
优柔寡断、不敢担当、小肚鸡肠、矫情造

作等现象越来越多；在价值取向上推脱责
任、自私自利、拈轻怕重、斤斤计较、怨
天尤人等现象比较普遍⋯⋯总之，阳刚之
美越来越少，阴柔之气越来越多；血性霸
气的硬汉越来越少，退缩矫情的伪娘越来
越多。

男子汉气质缺失的主要原因是教育，
当然与社会文化也有关系。教育的方向、
内容与方法上不太重视性别差异性教育，
过多注重统一性；不太注重对男子汉气质
的挖掘、开发，没有充分认识到与男性相
关的气质性特征的时代价值；教育方法和
评价标准上，没有充分照顾到男孩的学习
特征，压抑了男孩的天性。

2 重在培育男子汉的内在精神气质
竞争力弱化反映出男孩在现有评价机

制下的不利地位，男性特征弱化反映的则
是男孩在现有教育目标导向下的错位问
题，二者息息相关，后者更加根本。一定
程度上可以说，男孩放弃性格的阳刚优势
而走向阴柔，必然使得男孩的性别优势没
有转化为发展优势。男子汉气质的丧失，
对整个民族来说更具有破坏性。

男子汉精神的缺失会造成国家安全的
潜在威胁。不注重发展男子汉的品质，何来
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的男子汉？男青年怕苦
怕累不愿当兵，国家的安全保卫谁来担责？

男子汉精神的缺失还会带来严重的社
会问题。近年来，大学生因学业困难被迫
辍学，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如意工作长期漂
泊在外，研究生没有找到如意的工作跳楼
自杀等新闻层出不穷。面对挫折，缺乏必

要的意志品质、逃避责任，是今天许多社
会问题的根源，大量剩女出现也与男性越
发阴柔化、缺乏吸引力有关。

一说到男子汉，人们会联想到另一个
词“大丈夫”。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
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
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男子
汉、大丈夫内在精神气质是一致的。

男子汉是个文化概念，“生当作人
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就是基于男性优势遗传
特征形成的、历史选择和现实需要决定
的、正向的品质特征，是外在的形象特
征，更是内在的气质特征。

男子汉志存高远，“三军不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好男儿志在四方，不仅

为眼前而活，个人的志向要与他人、国
家、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活成一个大写
的“人”；男子汉有责任担当，做好分内
应该做好的事，承担未能履责的后果，将
主动担负责任和敢于承担责任高度统一起
来；男子汉勇敢坚毅，确立目标后面对困
难与不利毫不畏惧，敢于直面错误、承认
不足；男子汉豁达开朗，经历失败挫折仍
豁达而乐观，迎难而上，砥砺奋进。

男子汉还应该是有些情趣的人、幽默
的人、乐观的人。有研究发现，中国孩子
比美国孩子少笑 50%，反映出他们的内
心不快乐。美国孩子的学业任务并不比中
国孩子少，是中国孩子太在意日常的分数、
排名，压力大，笑也笑不出来。为学习排名
而斤斤计较的人是狭隘的人，绝不是有出
息的男子汉，绝不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3
培养男子汉，关键在家庭。家长从小

就要告诉男孩要具有责任与担当，积极主
动地做好分内事、家务事、班级和学校的
事，还要知道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是这个
国、这个家、这个社会的一分子，自己咋
样，我们的国、家就咋样。从小就要教男
孩对自己所担负的事务认真负责，不逃避
责任，不推诿责任，注重引导男孩的家国
情怀和志愿服务精神。

父亲要做个男子汉，母亲学会塑造男
子汉。第一个影响儿子男子汉气质的人物
就是父亲。有理想抱负、有责任感、有坚
韧之志、有乐观心态的父亲，才能成为孩
子合格的榜样。父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要尽早地参与到儿子的教养之中，不要做
旁观者。母亲对父亲的尊重和崇敬，同样
会影响儿子形成男性气质。

男子汉培养要落地，要从生活中的劳动
教育做起。家务劳动最能培养责任意识，学习

也是一种脑力劳动。男孩首先要做好分内事，
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尽可能分担他人的事
情，别人的事情帮着做，公共事情分担做。

体育是最好的男子汉课程。有人总结
说强者的三个要件是“最野蛮的身体，最
文明的头脑和不可征服的精神”，英国伊
顿公学崇尚运动第一、学习第二。体育不
仅能强健身体，还是培养意志力的重要途
径。足球、长跑、击剑、摔跤、骑马、拔
河、露营、旅行等，都是适合男孩培养意
志力的活动。

做好理想志向教育。男子汉尤其要明
白一个人怎样活才更有意义，只为自己的
人生是可悲的。祖国的命运与个人命运息
息相关，社会不会亏待无私奉献的人。

该放手时就放手。一定程度上，教育
就是学会放手的过程。放手，就是让孩子
自己走，走自己的路，不是代替他走，不
是走别人的路。培养男子汉最需要历练，

历练没有好方法，扶上马、送一程，还是
要他自己走。跌倒了，爬起来、拍拍泥土
继续前行，男孩就长成了男子汉。

培养阳刚之气。可以跟孩子一起多
看、多听体现阳刚血性的影视作品，多说
男子汉的故事。衣着服饰要大气，举手投
足要看着舒服，说话要掷地有声，办事要
干干脆脆，待人接物要分寸得体，心态要
积极向上，遇事要阳光乐观。

家长还要做好性别角色认同教育。性
别认同对男孩来说，就是把男孩的社会标
准与个人标准相统一的过程。有的家长把
男孩当女儿来养，导致孩子的言行举止、
穿着打扮明显女性化，同学给他起外号叫

“班花”，这就是同一性危机。孩子没有将
社会公认的男孩形象内化为自己的性别角
色，久而久之，必然会造成强烈的认知冲
突和自卑心态。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当下，家校合作活动大有乱花渐欲迷
人眼之势。然而，家校合作活动是否越多
越好，眼下诸多的家校合作中有无“假合
作”和“低质合作”，怎样的家校合作才是

“真合作”和“高质量合作”,家校合作活动
如何做到既有数量又注重内涵质量，需要
我们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在边界、主体和公
平性的三位一体上提高质量。

厘清家校合作的边界，遵循教育的基本
规律，是开展高质量家校合作的前提条件。

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已经普遍得到学校
和家长的认同，各种各样的家校合作活动
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这显然是家校合作
的一大进步。但是，不少家长和学校在合
作中没有确立清晰的边界，不能遵循教育
的基本规律，各种越界行为使得家校活动
出现杂乱无序的状况。

以家长参与校本课程教学为例，不少
学校争相聘请名人家长、大腕家长进校园
开展文学、诗歌、手工、医疗卫生、科技
发明等各种教学活动，这对改善教学环
境、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当然有一定的帮
助。然而，凡事过犹不及，盲目而无序的
邀请，会给学校的课程学习体系平添许多
内容，可能增加学生本就繁重的学习负
担。更关键的是，这些家长即使是各自领
域的专家和精英，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
学训练，是否具备基本的教学素养和能
力，授课能否遵循教育基本规律，都要打
上一定的问号。

因此，高质量的家校合作首先要树立
边界意识，双方明晰各自在儿童发展中的
责任和义务，在边界内发挥所长，不跨界
干扰对方的正常工作，在做好“分内之
事”的前提下开展合作。同时，高质量的
家校合作一定是遵循教育基本规律的，不
能为了合作而罔顾教育客观规律，抑制为
了合作而合作的盲目冲动，才能真正促进
儿童的发展。

明确家校合作的主体，建立平等的伙
伴关系，是开展高质量合作的关键因素。

家校合作中，家长和学校应该是互为
主体的关系。客观地说，现有的家校合作
依旧存在以学校为中心的问题，家长居于
附属、听命和随从的角色，双方处于不平等
的位置关系，未能形成真正的合作伙伴关
系，家长的主体作用较为欠缺，仅仅被视为
学校教育的资源，而非教育的主体。

居于家校合作的中心位置，学校往往
会根据自身需要单向决定进行哪些活动，

“学校发号施令，家长抓紧配合”成为普遍
现象。事实上，通知式的家校合作只是形
式的合作，实质上并不能真正调动家长的
主观能动性，家长的主体作用难以发挥。
家长为了“配合”甚至“巴结”学校，极少反
映内心的真实感受，学校听不到家长的建
设性意见，家校合作难免低效甚至无效。

理想的家校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合作伙
伴关系，双方一起商量、讨论和制定家校
合作的内容，尊重不同家长的意愿差异，
不强迫、摊派和命令。家长变“被动配
合”到“主动合作”，就要充分发挥家长
委员会的功能，确保家长委员会在决策中
的话语权，通过家委会构建家校对话机
制，建立定期沟通协商的议事机制。学校
和家长在协商讨论中增加理解、信任和支
持，共同构建美好的教育新生态。

注意家校合作的公平性，鼓励弱势阶
层的参与，是开展高质量合作的应有之义。

不难发现，积极参与家校合作活动的
家长带有一定的群体特征，往往来自社会
优势阶层。这些大学教授、医生、警察等
家长，由于自身文化资本、资源的丰富
性，具备参与家校合作的意愿、能力和条
件，也更可能成为家长委员会的成员。

实际上，家校合作中的阶层差异已被
学术研究证实。著名社会学家拉鲁研究发
现，优势阶层家长会充分运用自身的资源
参与学校教育，尽可能帮助自己子女获取
学业的成功，在学校事务参与的广度和深
度上都高于弱势阶层父母，

毋庸讳言，家长参与家校合作会给子
女带来不少益处，比如帮助子女在学校赢
得教师更多的关心，能更全面地了解子女
的学习生活情况，增强子女的自豪感和荣
誉感，最终形成更有力的家校共育效果。
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学校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弱势
阶层参与家校合作。

学校要多与弱势阶层家长沟通交流，激
发他们参与家校合作的意愿；要对所有的家
长一视同仁，为弱势阶层的家长参与家校合
作提供支持；制度保障上，各级家长委员会
成员应该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保证弱势阶层
家长可以通过家委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
委员会副理事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家校活动期待
高质量真合作

缪建东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中华文化重家庭，家庭教育是中

华优秀教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源
远流长的中华家庭教育思想宝库中，
郑板桥自觉的家庭教育意识熠熠生
辉。作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
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乾隆十四年

（1749 年），他亲自编订《家书十六
通》，并作《家书十六通小引》一并付
刻。今天读来，仍有所裨益。

教孩子明理更重要

郑板桥52岁得子，“岂有不爱之
理！然爱之必以其道”。他爱孩子，而
且认真思考什么才是“爱”。他认为爱
孩子就要“爱之有道”。他在潍县做官
时，给远在家乡照顾一家老小的弟弟
写信叮嘱道：“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
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可将此书读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妇人
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他希望孩子首先要成为一个明理
的好人，而“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
在他看来是“小事”。当下，常见孩子
不关心他人、离家出走的新闻，因考第
二而把考第一的同学残忍杀害的个案
触目惊心，这些都让我们反躬自问，究
竟希冀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教孩子明理、做个好人，首先需要
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不仅关注学习
成绩，家长要注重塑造孩子的思想道
德价值观，教育孩子怎样以“理”和他
人、社会、大自然以及和自己相处。

郑板桥认为明理比考试做官更重
要，因为明理的孩子更幸福，明理的孩子有恻隐之心、羞恶之
心、是非之心，有义务感和责任感，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与价值
观念。道理上我们都知道，诚实、友善、自信、自律、合作、
宽容、坚韧、奉献等品德才是有意义的幸福人生的坚实基础，
但实践中家长却常常盼望孩子分数高、听话，为孩子的学习成
绩着急上火，表现得比孩子还要焦急烦躁，实在是舍本逐末。

寓“道”于日常养育过程

郑板桥强调通过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影响、教育孩子，把
明事理、做好人这一“大”目标，通过日常“小”事来言传身
教，让孩子学会体谅别人的处境和情绪感受。他特别提到日常
生活中的三类活动——

要注意孩子的游戏之道。郑板桥认为在孩子嬉戏玩耍时，
“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发系蜻蜓、线缚螃蟹”给小
儿当作玩具的事情，他觉得都不妥。因为那些蜻蜓、螃蟹“不
过一时片刻便摺拉而死”，这对小动物们是残忍的，对孩子也
没有什么益处。

要注意孩子的零食之道。郑板桥告诉家人要教育孩子不能
欺负别人，要让小孩子们把爱吃的零食均匀地分着吃，人人都

“欢嬉跳跃”。假如自己的孩子吃好吃的，而别的孩子只能眼巴
巴地远远看着，他们的父母见了该多么心疼又无奈，把孩子叫
走时心里岂不会痛苦吗？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要注意孩子的学文之道。孩子三五岁时便可以开始学些蒙
学，开启学习文化之路。郑板桥亲自选择了几首“小儿顺口好
读”五言绝句来供孩子学习，“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
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等，反映了农民、养蚕人、穷人的艰辛生
活，体现了他一贯强调的“忠厚悱恻”的品质。

智慧的父母懂得在日常生活中养护孩子的身心，为孩子的
幸福人生奠基。处处皆生活，处处皆教育，比如游戏，就是孩
子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阵地。可
惜并非所有的家长都有明确的教育意识，都能认真关注到孩子
的游戏，形成适合孩子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之道”。

日本乒乓球名将福原爱的母亲在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意识值
得学习。福原爱4岁参加第一次大赛，八分之一决赛时，裁判
警告她发球违规，发球时没有按规则把持球那只手的手指完全
打开。4 岁的小丫头哭着跑向场边的妈妈，妈妈没有安慰她，
而是告诉她：规则就是规则，要按裁判的要求做；回去比赛，
一定要坚持打完，绝不能中途放弃。输掉比赛后，福原爱又哭
着跑向妈妈，妈妈告诉她以后练球要更加注意，还让她为自己
不合规的发球去向裁判道歉、向对手的家长道歉。

福原爱的母亲教给孩子的是规则、坚韧之道。相比之下，
我们的家长更多的是斤斤计较于各种结果的输赢、计较分数的
高低，甚至导致孩子厌学，令人叹惋。

教孩子过有意义的幸福生活

郑板桥的爱子之道对我们今天的家长最大的启示，是孩子
的身心健康需要家长担负起更多责任而不是仅仅依赖学校，家
庭教育的首要责任是培养孩子的品德。

注重品德教育是中华民族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然而，数
年前，《国际学校教育项目》 调查“培养孩子的品德是谁的责
任”这一问题，结果耐人寻味：美国 70%的家长赞同家庭负
有首要的责任，德国 58%，英国 44%，日本 43%，而中国只
有7%的家长赞同家庭负有首要的责任。

家庭具有自己的组织特性，是充满情感的日常生活场域，家长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职责更多的是养护孩子的身心健康。现
代社会分工细化，把家庭对于专业知识、技能的教育职能让渡给了
学校和其他的专业组织，家长应该更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究竟在什么地方发生？我们可以从朱自
清 《背影》、朱德 《回忆我的母亲》、史铁生 《秋天的怀念》 等
念及父母长辈的文字中得些启示。比如著名作家老舍，从私塾
到小学，到中学，“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
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
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
育”“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

人之所以焦虑急躁，往往是因为在做自己不擅长、不该做
的事情。今天的家长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放弃了自己应该做、
能够做、做得好的事情，跟孩子为难、让自己作难。其实，家
长最应该担负的是培养孩子心灵的教育责任，借鉴古今中外的
优秀家庭教育思想，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教孩子做个明理的
好人，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教育孩子，相信孩子一定可以在这个
世界中安居自得，过有意义的幸福生活。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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