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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
展，家庭对培养孩子成为国际化人
才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但孩子上
了国际班、读了国际学校、送到国
外上大学就是接受国际化教育吗？
究竟什么是国际化人才？家长在孩
子成长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很多家长仍然存在很多迷茫。

教育是为了孩子的将来。随着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际交流的
日益增多，有个问题是家长应该思
考的。那就是 The future is al-
ready here， Are your chil-
dren globally competent？（未
来已来，你的孩子是否已具备全球
胜任力？） 全球胜任力是孩子未来
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能力，与三
个关键词有关——人工智能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和人性
素养 （Humanics）。

用心用情
当前人工智能对我们意味着什

么？未来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所有
人的工作？按照美国学者雷·库兹
韦尔的说法，到 2035 年，人工智能
将超越一个人的智慧；到 2045 年，
人工智能将会超越全人类的智慧。

且不说这个“技术奇点”什么
时候真正来临，先来看看去年麻省
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防范机器人：人工智能时代的高
等教育》，作者是美国东北大学校

长约瑟夫·奥恩。东北大学 10 年
前在美国前 100 所名校中排在 80
多位，现在上升到了第 39 位，去年
计划招本科生不到3000人，申报人
数却超过了 6 万人。是因为当大部
分美国校长还在找钱、招人的时候，
奥恩校长却看到了未来教育问题的
本质，所关心的是人工智能来了，面
对机器人，要培养学生三个方面的
素养：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
技 术 素 养（Technological Lit-
eracy）和人性素养（Humanics）。

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东北大
学计算机系的学生都要学戏剧表演
课。就是要让这些学科技的孩子，
通过戏剧表演，走进不同社会阶层、
不同社会角色的灵魂深处，去了解
他们，再从他们的心里走出来，将体
会到的感受表达出来，让人们了解
什么是真正的人性。这正是人的独
特性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体现。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时代，用
脑用力能干的事情会被人工智能取
代；用心用情做的事情，人工智能
替代不了。简而言之，人工智能用
脑用力，未来的孩子用心用情。

包容开放
有两组数据值得关注。第一组

数据来自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在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里，每200人中
就有一个外籍人士，预计在 2030
年，外籍人士将占一线城市人口的
1%。那时，不管你高不高兴，出不出

国，我们的孩子都可能要与来自全世
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共同相处、共
同协作、共同把一件事情搞定。

第 二 组 数 据 来 自 教 育 部 ，
2017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
破60万大关，达60.84万人。同时
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到中国来留学
的孩子超过了 45 万。所以现在是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走
向中国的全球化3.0时代。

全球化3.0时代的特点是以“一
带一路”为载体，以互联互通为动
力，以包容天下为法则。中国人的智
慧是包容的、开放的，是面向全世界
的。越开放越发达，中国梦和世界梦
连接得越紧密。未来的孩子要融进
这个伟大的时代，为自己的美好人
生，为家庭、国家、社会，为整个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好奇、同理、会表达
人性素养是奥恩校长提出的三

个重要素养之一，与数据素养、技
术素养并列，帮助青年人在科技高
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时代，在职场上
和未来人生道路上更具竞争力。在
这样一个时代，拥有知识本身已经
不够了，家长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好
奇心、表达力和同理心。

好奇心意味着孩子能够质疑且
提出问题。人工智能是根据已有的
知识去运行的，毕竟还是人在操
控，而提出疑问、假设、假想，发
挥想象力，从而创造、创新，都是

由好奇心引发的。好奇心点燃一个
人生命中的热情与梦想，是最重要
和最关键的竞争力。

表达力就是有效得体的沟通能
力，就是能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
方跟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就一个话
题用不同语言进行书面或口头的沟
通。现在全球都呈现写作水平下
降、阅读能力减弱、沟通方面有障
碍，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

表达力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写
作，有人说“写作在这个时代是对
自己最好的一种投资”。从2018级
开始，清华大学所有新生都必须上
一门“写作与沟通”课。这样的课
程在美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里一直都
是必修课。表达力需要强大的写作
能力，写作的前提要有大量的阅读
输入。我特别喜欢教育家朱永新教
授的一句话：“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
就是他的阅读史。”看一个人有没有
文化，是不是一个文化人，就看他读
了什么书。有大量的语言输入，才
会有大量的、高品质的语言输出，不
管是口语还是写作都是一样的。

人的身份不同，针对同一个主
题的表达方式一定不同。讲同一个
事情，跟发小讲话与跟老师、领导
讲话肯定不一样，跟陌生人更不一
样。这就要求我们学会适应，学会
得体有效地沟通。

全球化时代强调表达力，必须
要学会一门外语。美国现在已经把
外语学习上升到了战略高度，会两

种语言的人被叫作“双语者”，会
三种语言的人被叫作“三语者”，只
会一种语言的人则被叫作美国人。
对中国人来说，学英语不再仅仅为
了考试，而要实实在在地把听、说、
读、写都学好，才能更好地连接世
界，实现更有效的沟通。学英语一
定要坚持“高能高分”，过去的“高分
低能”远远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同理心就是俗话说的能够将心
比心、以心换心，走进对方的内心，
倾听对方的声音，不管彼此有什么样
的政治、宗教、文化差异都能理解对
方，能够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拥
有同理心是高情商的表现，哈佛大学
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将其列
为情商的五大关键能力之一。具备
强大同理心的人，才能更加包容，更
加理解，更加开放，更加融洽。

对中国孩子而言，全球胜任力
的根基应该是中国根基。打造全球
胜任力并不意味着数典忘祖、崇洋
媚外，而是要秉承我们自己的文化
精神和风格，要仰仗我们基因里生
发出来的强大的中国文化力量，孩
子才能走得更远。我自己的孩子也
在国外学习、工作，我叮嘱他一定
要做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中
国人，要打好中国牌，要讲好中国
故事，要传播中国文化，有这样的
自信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作者系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
董事长兼 CEO，新航道全球胜任
力研究中心主任）

拥有哪些能力不被机器人取代
胡敏

小谢是个被很多家长羡慕的优
秀学生，在重点名校年级排名40多
位。最近，由于小谢对父母和老师
的过度关注比较反感，对提高学习
成绩没有多大兴趣。而父母希望孩
子学习效率更高、成绩更好，对孩子
多有不满。这对表面骄傲、背后焦
虑的父母带着孩子找到了我。

父亲开场就说：“我的孩子是个
乖乖仔，非常听话，也喜欢学习，就是
学习效率不高。”小谢似乎对此却不
屑一顾：“听话是无奈的，不听话又能
怎么样？什么事都不能做。在父母
和老师眼里，似乎只有学习一件事。
我就是不想学得更好，真无聊。”

我没有回应小谢父亲的话，接
着小谢的话茬问：“是不是看书都是
给家长和老师看的，表面上在看书，
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投入，甚至有
时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

小谢边点头边说：“是的。如果
我不学习，爸爸和妈妈就会来双重
教训：别人家的孩子都晚上学到半
夜，周末也都在补课，咱可不能掉链
子⋯⋯那么多家长和朋友羡慕爸爸
妈妈，你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呀⋯⋯
我能怎么办，只好装着学习了。”

面对不知所措的父亲，我试图
劝解：”该关心关心孩子的其他方面
了，是不是少管他点儿，特别是少关
心点儿他的学习？我相信，你给孩
子适度的自主权，孩子的学习效率
一定会提高。”

说完，我把头转向小谢。小谢
毫不掩饰地说：“那是肯定的。想学
习的时候，学习效率一定高。你们
管住了我的身体，管不住我的心。
所以我很少说话，也被你们认为性
格腼腆，不爱讲话。”

一听孩子能提高效率，小谢的
父亲马上承认错误：“我们确实对孩
子的其他方面关心不够，也很少放

手。从今天开始，我们马上改正。”
可小谢并不领情：“现在改正晚了，
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已经把我残害
了10年了。”

看着小谢愤怒的样子，我试图
让孩子把怨气发泄完：“看来，你似
乎对父母很有意见。”没想到，小谢
的反应更加强烈：“不仅是有意见，
而且是有恨。当然，不仅对我的父
母，也对很多老师，我的青春就是这
样被毁掉的，我无法原谅！”

小谢的父亲非常吃惊。我挥手
示意他不要作声，鼓励小谢把话说
完：“有这么多仇恨？那还不借此机
会都说出来。”

小谢似乎很冷静：“说得再多都
没用。已经过去了，不想说了。”

我竖起了大拇指：“这句话非常
棒，因为你是很理智的孩子，一定不
会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了。
问题是⋯⋯”小谢打断我的话说：

“问题是不原谅会让父母和老师伤

心，是吧？他们伤心有人过问，我被
毁掉的青春谁来过问？”

我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才说：
“这也不能全怪你的父母和老师。
我相信聪明的你，一定会明白这个
道理：你的父母和老师都是普通人，
对你的关心也是真诚的，他们的行
为也是被迫的、无奈的。”

“唉！”小谢叹了口气说，“今天
说出来，我就对父母和老师没有恨
了——总算有个机会让我说话，
我们都得面对现实。”

面对满脸委屈的父亲，我鼓励他
说：“孩子已经原谅你了，似乎也能面
对这个现实。只要你能相信孩子，给
孩子一定的时间管理权，我愿意帮助
孩子提高学习效率。我相信，你儿子
一定会变得更加优秀。”父亲连忙说：

“我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做法，放心。
孩子，咱们从头开始吧。”

接着，我对小谢说道：“熟能生
巧是个谎言，精做练习才能举一反

三；专心听讲不一定能成为优秀学
生；只听老师和家长的话，肯定不能
成为优秀学生；会管理时间，才会提
高效率⋯⋯”小谢频频点头。我接
着问：“怎么样？愿意和我一起改变
现状吗？”

没等孩子发声，父亲就迫不及
待地说：“愿意愿意，从今天开始，我
们就重新检讨自己的行为，做一个
孩子喜欢的父母。”

小谢对我说：“别人都觉得我是
听话的乖乖仔，但今天您说的，我才
真正听了。”

其实，哪个孩子都不愿意做听话
的乖乖仔。优秀学生之所以给人听
话的感觉，是因为像小谢这样善于

“伪装”，或者大人们装着不知道。如
果家长和老师在给孩子讲道理的同
时，更多听听他们的道理，家长和老
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将会变得更
高，对孩子的引导将会更有效。
（作者单位：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听话的乖仔说父母“残害”了他10年
房超平

有很多父母焦虑孩子
难管，尤其是关系复杂的
二孩家庭或再婚家庭，父
母更是头痛不已。表面上
看是孩子的问题，实际是
父母出了问题，沟通出了
问题。

从好好说话开始

作 为 两 个 孩 子 的 母
亲，20 多年来，我深切
体会到，改变孩子先改变
家风，父母自己做好榜
样，好好说话，温暖沟
通。

我和先生结婚之前，
父女两人是单亲之家，9
岁的女儿说话习惯高声吼
叫，父女俩讲作业都好像
是吵架。我认为这是影响
女儿健康成长的大事，我
先生却认为没关系：“我
们吵过又会好，而且我训
过她，让她别吵，她不听
啊！”我告诉先生：“硬碰
硬地沟通只会失败，我有
办法。”

后来我只用两个月就
帮女儿改了这毛病，让婆
家人惊喜不已。我的做法
是不批评、不说教，而是
坚持温暖沟通。无论女儿
多么大声对待我，我始终
低声地回应，同时让丈夫
和婆婆也坚持这么做，有
意让家里形成轻言细语、
温暖讲话的氛围。女儿一
人高叫不起来，慢慢地声
音就降下来了。一个多月
后，女儿表现稳定，我抓
准时机表扬女儿，说她本身就是个文静优雅的小女
孩，还要向班主任汇报。女儿很开心，从此把“好好
说话”的习惯固定了下来。

家长树立温暖沟通的好榜样，女儿多年的坏习惯
改得轻松又开心，而且是在她强势任性的年龄。大家
说我创造了奇迹，其实很简单，有什么样的父母，就
有什么样的孩子，改变家风，孩子渐渐就学会了用正
确的方式沟通。

快乐地改掉9年的坏毛病

结婚一年后我生了儿子，二孩家庭关系复杂，更
需要善良品质、良好秩序、温暖沟通。

多年来，女儿每天都要哭一场。我想她是一个受
过伤的敏感孩子，必须尊重，绝不能批评。于是我摸
索出一个“备课谈话法”，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什么状态下沟通，开始讲什么，后面讲什么，我都提
前用心策划好，让孩子每次都能快乐地改正缺点。

针对她每天哭的问题，我苦思冥想了两周，做了
两个竞赛表，然后找准合适的时机，突然亮出一张表
格，对女儿说：“每个人都是在克服缺点中不断成长
的，我需要有人帮助、监督，你愿意帮我吗？”女儿
很愿意，我顺势问她有没有缺点，需要帮助吗？她的
回答都在我的预想中，我再亮出另外一张更漂亮的表
格，说只要她每天不哭，我就给她画一朵红花，女儿
自然开心承诺。

自从这两张表格贴上墙，女儿每天哭的毛病彻底
改掉。没有指责、没有说教，9 年来的坏毛病快快乐
乐地改掉了。用温暖教育纠错，不仅没得罪女儿，我
们母女的感情反而更好了。20 多年来我一直践行温
暖、执着、引领的教育理念，给孩子温暖的爱、执着
纠错、榜样引领，真的行之有效。

因人施爱 温暖引领

姐弟俩虽相差 10 岁，但我凡事选择女儿第一
位、儿子第二位。女儿任性是没有安全感，需要关怀，
用爱心引领纠正三观。新生的儿子犹如一张白纸，从
零开始教会孩子善良、宽容、谦让、为他人着想。所以
不论两人争玩具还是争别的，我百分百地劝儿子放弃，
百分百地满足女儿，不让女儿有丝毫失落感，让儿子
从小学会等待，先人后己。

1998年，我们全家受邀去央视录制了一期崔永元
主持的“实话实说”，我说我儿子 3 岁前买衣服和玩具
的费用总共没花上 60 元，几乎全用旧的，给女儿全买
新的，大家很震惊。过年女儿有新衣服，儿子虽会说妈
妈最喜欢姐姐，但也认同我的解释：大女孩应该穿漂亮
点，你长大了妈妈也买，男子汉应该让着女孩。

心田里早早植入爱心和善良，儿子成长得很健康、
很省心、很懂事。他特别会关照他人的利益，生病了会
过意不去，认为自己病了让妈妈受累着急。他四五岁
时咳嗽会躲在被子里咳，说自己不难受，怕影响妈妈休
息，渴了自己起床去喝水，怕妈妈冬夜下床着凉。

带儿子去商店购物，他知道家里钱少，小鼻子在
玻璃橱窗上挤得扁扁的，也不会要妈妈买玩具。有时
候我让儿子挑一个玩具，他或者说“妈妈你钱带够了
吗？没带够钱，我下次再买”，或者选一个10元钱以
内的，然后非常珍惜地抱在胸前，扬着小脸说：“谢
谢妈妈！谢谢妈妈！”那一刻，孩子的善良和纯洁、
事事先为父母着想的品德让我感动不已⋯⋯儿子就这
样阳光健康地长成一个高大的帅小伙，目前正在欧洲
读研。

我们的故事证明，二孩家庭更要注重培育温暖沟
通的好家风，不要因为两个孩子岁数差距大，就娇惯
小的。溺爱娇惯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让孩子从小吃
点苦、学会谦让他人，可以培养孩子好性格、好品德和
感恩之心。重组家庭更要以善良之心为人处世，给孩
子真爱，善待继子女，亲生孩子才会善良懂事。有良好
家风，孩子才会阳光、快乐，热爱生活、感恩生活。

女儿从我这里感受到爱和信任，变得温柔、快乐、
积极上进，现在也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家庭和事业都
非常有担当，从来不让父母操心。女儿经常跟我交流
教育孩子的困惑，建议我把教子经验写成家庭教育专
著，并亲自为我写了序言。

一双儿女的真情让我深信，有家就需要良性互
动、温暖沟通，有爱还需要智慧。

（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著
有《温暖的爱，幸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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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玉兰

南京的一位小学生妈妈辅导孩
子作业时突发脑梗导致中风，引起
广大陪读家长的同情与热议。陪读
被上升为高危事件，被各种恶搞炒
作，恳请提前领走“未来女婿”“未来
儿媳”等隔空喊话，喊出了一个不得
不认真面对的家校合作问题。

现在不少教育主管部门已明确
规定教师不得要求家长签字或检查
订正作业，但给家长“布置作业”的
惯性一纸规定难以禁止。况且即使
学校不要求辅导功课，许多家长照
样乐此不疲，因为家长深信作业全
对有利于孩子在学校的“过程性评
价”中得到好评，有利于增强孩子的
自信和教师对孩子的好感。

近年来的舆论，出现了“教育改
革从改革家庭教育开始”“家庭教育
的本质是教育家长”等声音，多年得
不到解决的教育问题似乎一夜之间
找到了症结。但是，这样简单归责
未必符合教育规律，甚至会给教育
改革带来新的“梗阻”。

家校合作的前提是家校双方清
晰各自的优势，发挥各自的优势。
家庭的育人优势是丰富的生活实践
和灵活的时间空间，增加的是孩子
的人生体验与经验，为孩子学习抽
象知识奠定坚实的经验基础。学校
的育人优势是系统的课程与专业的
教师，使孩子丰富的零散经验得以

系统化和概念化，从而提升孩子的
思维能力与思维品质。

当下的儿童缺乏充分的生活体
验，所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得不
提出多增加“做一做、试一试”等课
堂活动，以弥补孩子实际经验之不
足。这对时间空间有限的课堂教学
也是“梗阻”，往往只能在研究课和
公开课中“秀一秀”，很难真正落实
到日常教学中。

父母忙着指导家庭作业，试图
以己之短补对方之长。毕竟，有知
识和会教知识、有热情和懂得科学
教学法不是一回事，父母若不坚守
家庭教育的优势和立场，家庭教育
错位的“梗阻”就会越来越多，家校
不通之痛还会愈演愈烈。

父母要发挥家庭生活的时间优
势与亲子陪伴的优势，帮助孩子养
成良好的家庭作业习惯，比如关注
孩子基本坐姿和每天的家庭作业时
间规划，关注孩子在作业过程中的
专心程度，关注孩子有没有边做边
玩、效率如何，关注孩子作业的书写
质量，中高年级要关注孩子作业的
基本方法，如使用草稿纸的情况等。

学校则要发挥教学指导的专业
优势，从家庭作业的对错中分析学生
知识点掌握情况，从作业的书写与时
间安排分析学生学习习惯，指导家
长提升陪伴与组织家庭生活的能
力，从而系统提升家庭教育的质量。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儿
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陪写作业脑梗
是家校错位的“梗”

殷飞

微言微言

师说家教师说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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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忻悦 （昆明市盘龙小学
映象校区六年级二班）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