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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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劳动的育人价值及功能
被家长忽视，是非常遗憾的。

曾有行家言：一个人的劳动素养在
成长和生活中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就
像一个人的书卷气无法掩饰，一个人的
劳动素养甚至可一目了然。

过去在农村订亲，婆家人首先要托
人偷偷观察女孩的家务活做得怎么样，
而娘家人也会托人观察小伙子干农活怎
么样，手脚是不是利落，眼里是不是有活
儿。通过这些来考察一个人是不是勤
快，是不是聪明，是不是孝敬老人，是什
么性格。懒汉找不到媳妇，笨姑娘也嫁
不了好人家。这说明，我们一直有重视
劳动素养的传统。

当然，劳动在今天已经有新的内
涵。通过劳动来发育大脑，恐怕是当今
家长最乐意让孩子接受劳动教育的最多
诉求。其实，劳动教育的价值远不止发
育大脑，养成独立自主的生活习惯，能够
养活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和他人，都是通
过劳动素养的培育达成的。

几乎所有的劳动都具有复杂性和系
统性，完成任何一项劳动都需要能力和
经验的积累。像做饭，看似简单，其实由

无数细节构成，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例
如厨具如何摆放，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做菜过程中一系列的细节如何把握，都
是对一个人劳动素养的培养。劳动过程
中，孩子们要面对大量的细节，在细微
之处的拿捏，在整体过程的设计规划
等，都为孩子们养成系统和条理的思维
方式、严谨的做事风格，积累了体验和
成长营养。

家庭中强调孩子做家务，对孩子的
成长还有更加具体的意义，至少可以避
免孩子做“寄生虫”的可悲境遇。

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在我国并不被广
泛重视，尤其是课业负担较重的背景下，
很多家长以为孩子只做作业看书就行
了，不要为别的事耽误时间，干家务活是
家长的事儿。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将
会为孩子的成长，甚至长大后进入婚姻
的家庭关系带来深层的隐患。

孩子从小不干家务，饭来张口、衣来
伸手，生活依靠家人，难以作为一位平等
的家庭成员深度融入家庭，逐渐形成自
我中心的习惯，成人后难有照顾他人的
情怀和能力，融入社会、建立自己的家庭
也面临风险。家长对孩子负责任的态度
是，无论孩子将来干什么，什么地位，做
多大贡献，总要从养活自己、自己照顾自
己、做好自己的事开始。

“劳动创造了人”，从教育角度看，这
是一句真理，只有积极参与劳动，有比
较高的劳动素质，才是一个健全的人。
孩子参与劳动，就是在接触外部世界，
就是在建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在动
手改造这个世界。劳动又是人对自我的
开发，在劳动中人发现自己的潜质，获
取信心，感知创造的乐趣，从而改良、
收获美好的人生。

随着社会的变迁，科技日渐发达，劳
动正在发生变化，正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能把自己想到的付诸行动，这是时
代要求的一种优秀品质，一种健康精
神。大多数劳动要求人与人的团结协
作，甚至要求高品质的人际配合，需要协
作精神和能力，这也是劳动素养所涵盖
的，这是个体深度融入现代群体的基本
素养，是人的社会化必经之路。

在家庭中开展劳动教育，让孩子积
极参与家务劳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儿，对家长是个不小的命题。家长可能
会遭遇孩子不配合、有始无终、效果没有
保证等可能。这里给家长几个建议：

家长要给予孩子劳动必要的尊重。
孩子参与劳动，可能不熟练，甚至带来很
多麻烦，但家长要明白，这是孩子在成
长，应给予鼓励，应付出耐心。

家长不能把劳动教育简单化，“今天

你洗碗”，把活儿一推，就不管了。这样
无意中就把劳动解释为负担，会产生负
面影响。家长切忌急功近利，教育的一
大敌人就是急功近利。要精心设计孩子
参与劳动的层次，递进展开。一开始太
复杂，孩子没有办法完成，就会索性一推
了之。要精心设计你的激励办法，让孩
子有成就感；多注意孩子劳动的细节，在
细节上及时肯定。当然，如果孩子在整
个过程规划上有创新，就更值得明确表
扬。

家长要有物质准备，这在国外很普
遍。例如给孩子配备工作间和工具，让
孩子根据兴趣自主劳动。劳动的主动
性，比被动完成家长安排的工作更重要。

多设计一些集体劳动项目，最好大
家一起动手，群体劳动教育效果更好。
尤其不要大人在打牌、聊天，让孩子一人
做家务。要认识到，一起劳动是难得的
与孩子交流的机会。一起劳动，家长和
孩子处于平等状态，容易打开心扉，平日
的一些疙疙瘩瘩也许就因此解开了。

总之，优质的劳动教育可谓一本万
利，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整体规划，次第
展开。可以想象，长期接受劳动教育的
孩子，长大才会成人，家长将会得到一个
勤快、孝顺、独立、自信的好孩子。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副总编辑）

劳动教育一本万利劳动教育一本万利
张圣华

君子能劳 后世有继
赵石屏

一直以来，我对美国孩子在
家里做家务、家长付“工钱”的
做法，很不以为然。这家不也有
孩子一份吗？难道孩子没有自己
的一份义务，而只对金钱负责
吗？美国家庭教育以金钱计算家
务的做法，难道不会把孩子培养
成斤斤计较，甚至会与父母计较
金钱的人吗？金钱成了第一推动
力，显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当然，美国家长对孩子的劳
动教育与独立性、社会化、关爱
情怀、生存意识、发现自我、兴
趣培养等理念有关，但不管这些
理念如何高大上，美国孩子的劳
动教育一般是从“认钱”开始的。

孩子为何没有钱的概念？

许多美国家长从小就给孩子
在银行开户头，并把一些家务分
派给孩子。但这些家务孩子不是
白干的，家长在分派这些家务的
时候，就与孩子讨价还价，定好
价钱。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当
然，家务干不好，也要扣钱。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
每个家庭成员对家庭的责任感、
义务感是非常清晰的。既然家庭
成员间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
为什么要鼓励个人的独立行为
呢？以金钱计算家务的做法，说
得好听些是鼓励个人的独立行
为，说得难听些是鼓励个人与家
庭对立。当然不为中国传统文化
所接受。

尽管从小就听老人说：咬开
钱，能看到血汗，但我们从来
没有因为儿子矿矿做家务而付
他一分“工钱”。结果呢？一方
面矿矿很不在意钱，基本没有
钱的概念，即使到外面打工挣
的工钱也是往我们手上一塞完
事；另一方面，矿矿对家务很不
热心，能推则推，能躲就躲，根
本没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每次请
他修理草坪，我们都得热情洋溢
地演讲一番，他才懒洋洋地起身
去割草⋯⋯

其实，中国也有“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之类的说法，但这个
方法好像只用在孩子的学习方
面，基本不会用在孩子做家务上。

在美国，社区收垃圾的时间
是每周一次，每家后院都有一两
个硕大的带轮子带盖儿的垃圾
桶，在垃圾车来的前一天晚上，
需要把桶拉到路边，垃圾车走后
再把垃圾桶拉回来。

一次我接矿矿放学时顺路带
他的同学回家，那孩子一下车，
就顺手把路边的垃圾桶往回拉。
我问矿矿：“如果是你，你会主动
把路边的垃圾桶拉回去吗？”矿矿
想了一下，说道：“可能不会。”

我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说
什么好。

沉默了一会儿，矿矿又说：
“许多美国孩子从小就这样做：按
爸爸妈妈的吩咐把垃圾桶拉回去
的，得 5 分钱；自己主动拉的会
得10分钱⋯⋯”

我说：“你这位同学都高二
啦 ， 难 道 他 还 是 为 了 多 得 5 分
钱，主动去拉那个垃圾桶呀？”
矿矿说：“应该不是，大概习惯
了，变成一种责任感。”我陷入
了沉思⋯⋯

孩子为何“看不见”垃圾桶？

我以前认为做家务得报酬，
跟争高分得报酬一样，致命之处
是会淡漠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在
美国住久了，我开始从正、反两
面去思考这个问题，尤其从正面
去思考美国家庭教育以金钱计算
家务的积极意义。

从理论上说，以“这个家也
有你的一份”为理由去教育孩
子，就像以“这个国家也有你的
一份”“这个集体也有你的一份”
作为教育人的道理一样，完全没
有错。但为什么我们很难自觉地
去为“也有你一份”的国家和集
体尽心尽力呢？为什么矿矿眼里
就“看不见”家门口的垃圾桶，
就不会主动自觉地去为他“也有
一份”的家拉回那个垃圾桶呢？

许多时候，人的积极性与所
处的团体的大小成反比：人在大
集体中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往往不
如在小集体中那么高、那么强；
在小集体中的积极性又不如在自
己的家庭里高。就如同从人民公
社，到生产队集体所有，再到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单位越小积
极性越高，责任感越强。

同理，在孩子还小、责任意
识还不强的时候，把责任与金钱
挂钩，益处在于能把虚幻的责任
感量化、明确化，使得孩子能明

确“拥有多少权利，就必须担负
多少责任、承担多少义务”。

但我始终认为，美国家庭教
育以金钱计算家务的做法也是一
把双刃剑，用好了有利于孩子的
成长，用不好也会伤了孩子。

鼓励孩子打工是残酷的明智？

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一般都
不缺钱花，但家长多鼓励孩子早
些出门打工。有的孩子打两三份
工，什么都干，饭店的服务生、
比萨外卖郎、杂货店“店小二”、
修剪草坪小哥、保洁小妹、超市
装袋工、加油站收银员等，往往
是这些初入“江湖”的小子和丫
头青睐的工作。这些工作并不很
好干，低的仅达最低限薪线。但
孩子们并不计较，因为既能显示
自己的独立性，又能赚到由自己
支配的钱，他们乐此不疲。

吃苦是一笔财富，固然很有
道理。但是不少美国孩子的打工
过分了一些。为了多赚些钱，有
的孩子打两三份工，打那种过多
占用学习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超
时工”，就不值得推崇了。

矿 矿 有 一 个 非 常 要 好 的 朋
友，家境算是很富裕的。但他每
个星期打 5 天工，平时每天 3 小
时，周末两个半天。

他父亲开修车行，家里有的
是钱，据说他父母也愿意先代他
缴纳上大学的费用，但附加一些

“苛刻”的条件：比如，家长有权
过问孩子的学习，大学毕业找到
工作后需分期偿还⋯⋯他更愿从
父母的监护下独立出来，于是选
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一
学期，那孩子修的 6 门课几乎全
部不及格，夏季必须回学校补
课，否则无法毕业。

矿矿常常为这位好友叹息：
没有获得父母的充分支持，本身
的资质也有限，但又自强不息地
为自己上大学日夜努力创造条
件。我倒是很理解他父母的心
思：他们知道儿子不是块“学习
的料”，所以不逼他上大学。但儿
子本人又一心想上大学，也只能
由着他的这种想法在社会磨难中
自生自灭⋯⋯

明知孩子能力有限，又死活
硬逼着孩子上大学，是做父母的
一种不明智的残酷。

明知孩子能力有限，不可能
上大学，但又知道孩子一心要上
大学，因而“狠心”地看着孩子
的大学梦自生自灭，这是做父母
的另一种残酷的明智。

美国家庭文化在处理责任与
义务这对既互相依存又各自独立
的关系上，有其独特的见解。中
国家庭教育在劳动教育上怎样掌
握这门武器，而不被这门武器掌
握，是当下急需研究的问题。

（作者系中美教育和文化比较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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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劳”，意味着获得生存资本、获得人生幸福
要靠自己的劳动。现在有的人不相信这一真理，
总想不劳而获、走取巧捷径，或把希望寄托于自己
努力之外的因素，图轻松、慕虚荣，甚至可能无视
王法，铤而走险，其结果是毁掉一生。究其根源，
是对待劳动的态度不正，缺乏的恰恰就是“能劳”。

30 多年前，一个青年公费留美，每月由国家
派给几百元的生活费。他父亲担心太困难，便写
信叫自己在国外的的弟弟资助一下，青年的母亲
却不允，说：“国家给的生活费可以维持生活，如果
不够他自己去打工。”父亲说：“有什么关系嘛？我
的弟弟。”母亲坚持道：“不行，我的儿子!”见此，父
亲也就赞同，遂用毛笔蘸墨涂掉那一行关于资助
的字，直到仔细辨认也看不出字的痕迹才寄出信
函。这位青年得知后说母亲从来就是这样“大事
清楚分明”，告诉父母“不用担心我”。留学期间他
以优异成绩被聘为助研，收入增加了不少，研究成
绩也很突出，之后他学成回国，现在已是中国科学
院院士。

这件事说起来似乎只是让孩子少花一点钱，
但它涉及一个根本的观点：一个人生存的立足点
是自己劳动，“别人的终究还是别人的，自己的才
真正是自己的”。很简单的一句话，好多人要付出
惨重代价之后才能认识到。比起有些炫耀海外关
系的家长，这位母亲的教育见识和对人生的理解，
深刻非凡。

有个男生读了研究生却独自去北京开西餐
店，兴致勃勃，不辞辛苦，从早到晚地干，既当老板
又干长工的活儿，说自己的理想就是打拼出有品
牌的餐饮王国。他的父母虽然不希望孩子做餐饮
业，可是认为孩子积极向上、能够吃苦，扎扎实实
地干，就是最重要的好品质，就是“能劳”，就能保
住人生的根本。

关于劳动观念的培养，流行很广的话是“家产
万贯，不如薄技在身”，也是不少世族大家、豪门巨
富留给子孙的家训。它道出了一个真理，世事难
料，穷通难料，财产是不可靠的，劳动才能保证生
存。如果家长辛苦奔波、赚钱，相信积攒家业就可
以坐享财富，永保子孙一世衣禄，忽视孩子的劳动
技能培养，就非常危险。因为人生有太多的不确
定因素，应付最恶劣的生存环境只能依靠劳动和
劳动技术。

“能劳”乃立足之本

现在的家庭教育出现了一个比较
突出的新问题，就是孩子成人了却不
进入职场，不工作。有的是富足人家
的子弟不入职场，衣食无忧、游手好
闲，也就成了古时候人们所说的纨绔
子弟，成了衣马轻肥的“五陵少年”；有
的是父母并不富有，而子女懒惰无能、
怕吃苦，挑三拣四、不愿劳动、不入职
场，无收入无住房，甚至已结婚生子，
还赖在父母家里靠父母供养，被称为

“啃老”一族。年老的父母不堪重负，
逼得有的老人提出要解除亲子关系，
赶自己的子女出门，也真是无奈之至。

从家庭的生存发展角度看，子女
成年而不入职场、无正当职业，是很
危险的事情。据统计，我国大学毕业
生尚有几十万人待业，其中约 10 万
人依靠啃老生存，令人担忧。从家庭
教育角度看，孩子之所以会成为啃老
一族，责任很可能在家长自身，是家
长忽视了从小对孩子进行“劳动乃立

身之本”的教育，忽视了谋生技能的
培养，更忽视了“立足社会要吃苦耐
劳”的训导。

古代家庭教育专家袁采提出，
“人之有子，须使有业。贫贱而有
业，不至饥寒；富贵而有业，则不至为
非⋯⋯富贵之子无业以度日，遂起为
非之心”。意思是说，做家长的要记
住，子女一定要有正当的社会职业，
从事正当职业能够保证贫寒家庭不
至于饥寒，家境富贵的人在职场有正
事做，才不至于为非作歹。因为富贵
子弟衣食无忧，如果没有职业的锻炼
和约束，缺乏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很容易垮掉，被人性里的邪恶吞噬。

进入职场承担一个职业角色、养
活自己和家庭，是一个人完成社会化
的重要标志。职场能促进年轻人成
长，培养起他们许多优良素质：每日
要早起，所以要勤谨遵时；办事不能
出错，所以要认真务实；与人共事不

容易，所以要学会严以律己、和顺耐
心；职场中有竞争，所以要努力向上
⋯⋯由此可见，一个人“有业”是一件
大事情，是正事，无论家庭贫寒或富
裕，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能马虎。这个
基本的人生事理，家长一定要懂得。

一个男子独立办企业，不到 40
岁就挣下上亿财富，然后选了一个城
市准备息业，陪孩子读书。然而他父
母坚决反对，告诉他：“你现在 40 岁
就不入职场、不做事了，那还了得！
很危险，要出事的。况且孩子读书哪
里用得着你不工作去陪他？闲在家
里给孩子的榜样也很不好。”于是这
个男子在孩子读书的城市开办了分
公司，努力工作，保持着创业的活
力。孩子很崇拜父亲，读书很勤奋，
说自己长大了也要像爸爸那样。父
亲用职场努力保持了一个成人的正
常生活状态，又给自己的孩子示范了
良好的角色形象，获得了双重价值。

子女一定要有正当职业

如何培养孩子的劳动观念和劳
动习惯？从小做家务是最好的方法。

现在的孩子因为独生子女居多，
学习压力大，所以很少做家务，而且
从观念上也认为做不做家务事无足
轻重。不少大学生、研究生的宿舍又
脏又乱，走廊上垃圾成堆，还说是保
洁失职，自己却从不动手，真的有点

“扫一屋”就不能“扫天下”的浅薄。
我曾问过这些学生，为什么举手

之劳都不肯做，家长怎么教他们的？
他们说家长担心读书时间不够，家务
是小事，只要读书好，将来请保姆就
可以轻松解决，而读好书才是别人帮
不了的。这样的观点是把学做家务
的价值缩小了。

孩子做家务，首先是养成自理的
观念和自理习惯，为将来独立面对自
己的学业、职业、人际关系打下坚实
基础，这是孩子独立能力的起点，是
立足社会的基点。宋代大教育家朱
熹专门为儿童编写了《童蒙须知》，要
求儿童从衣服冠履、洒扫涓洁做起，
衣服帽子要保持洁净，要折叠整齐不
能散乱到处放，自己居住的地方要勤
洒扫，书桌要勤拂拭，笔墨纸砚置放
在固定地方等。朱熹认为这绝不是
小事情，儿时的洒扫应对之节，是长
大后修齐治平之本。

一个人有所作为，并不一定起源
于善于做家务事，但却起源于基本的
自理观念和能力。家长如果没有这

种教育眼光，从头到脚包干孩子的一
揽子事情，其结果只能使孩子丧失了
自理的最基本习惯、愿望和技能。“君
子能劳,后世有继”,立足社会的本事
就从料理自己身边的家务事开始，从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开始。

一 个 人 对 待 劳 动 的 态 度 和 观
念，奠定了人生的基本进程，“能
劳”是人生的立足点。在劳动技术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能劳”的价
值没有变化，仍然是个人生存之根
本、家庭兴旺后继有人之根本。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重
庆市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著
有《做个懂家教的好家长》）

孩子做家务劳动有多重价值

在去年教师节举行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把家庭教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
国家发展战略高度。这次大会还提出“在学
生中弘扬劳动精神”，劳动的意义被放在重
要的位置，孩子的成长中，德智体美劳将缺
一不可。

这让我想到了宋代名臣司马光在 《家
范》 中明确提出的“君子能劳，后世有
继”。司马光治国、治学、治家都堪称有
成，官至宰相，主持编撰了史学巨著《资治
通鉴》，治家方略则体现在《家范》《谏水家
仪》《训俭示康》 等家庭教育专著中，对后
世的家庭教育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司马光把“能劳”提到事关家族存亡的
高度，是生存的根本,家族兴旺的根本。人
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依靠艰苦持业，才能
生存发展，家族也才能立足、延续，子孙才
能兴旺发达。家族如此，个人亦如此。

肖弋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