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6日 星期四

09
主编：杨咏梅 编辑：杨咏梅 特约编辑：赵丹青 设计：王保英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52 邮箱:jiatingjiaoyu@edumail.com.cn QQ群：37136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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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耍的能力是心智健康的主要
评判标准之一”，这是上世纪70年代
美国人类学及心理学博士阿什利·蒙

塔古的观点。研究发现，自由玩耍、角色扮演、嬉戏打闹等创
造性活动是孩子健康生活的核心活动，对孩子的认知发展、社
会情感能力和社交能力都非常重要。儿童真正的快乐和刻苦精
神就表现在观察、幻想、创作、游戏和自由的表达等忙碌的过
程中，自由玩耍不仅有消除焦虑、缓解压力的作用，玩耍中培
养的专注力、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迁移到儿童
今后的学习中。

6 月 1 日晚，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公开课“今天，我们怎
样做父母”首次播出，特别邀请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
席专家孙云晓、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知名班主任赵丽娜做客直播
间，回忆童年往事，畅议幸福童年。“50 后”的孙云晓、“60
后”的主持人和“80后”的赵丽娜，不约而同地将话题聚焦到儿
童观上。今天怎样做父母，取决于以怎样的儿童观对待儿童，取
决于如何定义幸福的童年。

每个人都有一份童年的记忆，深刻而纯
粹，带着声音、味道和气息。

身为研究员的孙云晓，当过老师、记
者，写了5本长篇小说、40多本家庭教育著
作，1993年创作的报告文学 《夏令营中的较
量》 引发全国素质教育大讨论，用今天的网
络语言来形容，俨然一枚“斜杠青年”。回忆
起童年，在青岛长大的孙云晓眉飞色舞地分
享了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是在月光下，我们
蹚着海水，左手拿着嗄斯灯，噗噗地喷火，
右手拿着钢叉，叉向快速游动的螃蟹和鱼。
另一个画面是跟着大哥哥们打野兔，‘左牵
黄、右擎苍’，发现猎物就把鹰的眼罩拿下
来，把鹰撒出去，老鹰在空中盘旋几圈朝着
目标俯冲下来，我们在草丛中奔跑着轰赶猎
物，惊天动地。”

在江苏农村长大的赵丽娜有关童年的回
忆满溢着花香：“那时基本上家家户户有院
子，都会种上栀子花。我们一大早就装上满
满一口袋花，分给小朋友，整个教室都是香
的。到了晚上，我们再摘一大把栀子花放在
蚊帐里、枕头边，枕着栀子花甜甜的香味入
眠。这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
带着小女孩的浪漫情思，让人感到生活还可
以这样文艺而美好。”

尽管两位嘉宾的描述呈现的童年都充满
尽情玩耍的自由、快乐，然而当今的儿童面

对的是激烈竞争的环境，童年时光承担了太
多的课业负担、竞争压力和攀比焦虑，仿佛
有上不完的培训班、写不完的作业，孩子们
真正能够自己支配的时间少之又少。

根据以色列学者莎拉·斯米兰斯基的研
究，随心所欲的玩耍能让孩子拥有更好的认
知创造力、更佳的言语表达、更丰富的词汇、
更好的语言理解力、更好的解决能力、更强
的好奇心、更好的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的能
力、更高的智力、更好的社会情感活动能
力，使孩子更好地与同龄人玩耍、更多地参
与集体活动，让孩子减少攻击行为、更富有
同情心、更有效地克制冲动行为、更好地预
测他人的喜好和欲望，让孩子拥有更佳的情
绪和社交调整能力、更富有创新、更富有想
象、注意力持续时间更长、更具责任感⋯⋯
而童年“没有玩够”的孩子，社交、情感和认
知能力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孙云晓认为，童年就应该大量地玩耍，
玩耍能够让孩子获得直接的体验。如果把孩
子封闭起来，没有直接的体验，培养以上这
些能力是不可能的。他还补充道：“玩是分
层次的，低年级的孩子玩的，和高年级孩子
不一样，到了五六年级和初中，玩的内容更
高级一些，更具刺激性和探险性，需要家长
陪伴和规划。但是不管怎样，玩是童年不可
改变的必需，甚至是一辈子的事情。”

认识自由玩自由玩耍耍的重要价值

教育儿童的前提是认识儿童，教育观的
冲突其实是儿童观的冲突。依据儿童发展的
根本原因，儿童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强调儿
童是成人的作品，二是坚持儿童是自己建构
的产物。现实中，由此产生不同的教育观念
和实践，使得父母左右摇摆、不知所措。其中
的“儿童”主要是指12岁之前的孩子。

第一种儿童观强调儿童是成人的作品。
从古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儿童即无知，
儿童需要教训”，到 19 世纪英国优生学家高
尔顿的“遗传决定论”，再到 20 世纪美国心理
学家华生的“环境决定论”等，都认为儿童在
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是被动适应而不是主动
探求的。到了 21 世纪，这种儿童观最具代表
性的人物无疑是“虎妈”蔡美儿。

美籍华人蔡美儿系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她坚定地认同并继承了父母高度期待和高度
严厉的中国式育儿观，坚信“孩子们从本性来
讲，绝不会爱好努力”，因此她的孩子不允许
选择是否要学乐器、不允许参加玩伴聚会、不
允许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任何一门功
课的学习成绩不能低于“A”、不允许一天不
练琴⋯⋯两个女儿被分别培养成出色的钢琴
手和小提琴手，并顺利入读哈佛大学。蔡美
儿因此也成为闻名世界的“虎妈”，荣登《时

代》杂志封面。
第二种儿童观坚持儿童是自己建构的产

物，坚信儿童天性善良、尊重童年的价值、
强调儿童具有内在生命力。18 世纪的卢
梭、20 世纪前半叶的蒙台梭利和杜威都是
这种观念的倡导者，而英国近代自由教育家
尼尔，则是最著名的实践者。

尼尔于 1921 年创办了夏山学校，并用近
60 年的实践，使夏山学校成为“自由、自制和
把刻板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因材施教的典
范”。所谓自由就是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
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如，他们可以决定自
己是否要上课、是否要学拉丁文，但不能在有
人学习的教室里吹喇叭。

尼尔坚信孩子生来聪明又现实，只要给
予他们充分的自由，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是块
什么料，从而也就能够发展自己的潜能而根
本不需要成人的逼迫。“懒惰的孩子不是身体
不好，就是对大人认为他应该做的事不感兴
趣”。最好的教育就是给孩子提供充分的自
由及从事多种活动的机会，让他们按照自己
的意志而非望子成龙的父母或自以为是的教
育家的看法去生活。

显然，两种儿童观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孩
子应该遵循自己的意愿还是成人的意愿。冲
突的根源不仅源于对儿童的天性、儿童期的
意义有着不同的认识，也源于对儿童的未来
和成功有着不同的期待。蔡美儿立足于“儿

童应该是什么”，为女儿确定了社会认可的成
功标准：多才多艺、出类拔萃、取得受世人仰
视的社会地位，而不在乎孩子原本喜欢什
么。而尼尔立足于“儿童实际是什么”，坚
持成功源于自我悦纳和寻求兴趣，是“能快
乐地工作、积极地生活”，而不指向世人眼
中的专业冷热及高低贵贱。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家长该何去何从
呢？简单地说，一是给孩子充分体验的机会，
二是给孩子自我选择的机会。

诸多研究早已告诉我们：儿童具有内在
的生命力；儿童的心理发展有自身的特点；
儿童的理性思维是建立在感性思维基础之上
的，12 岁之前是充分发展儿童感性思维的
重要时期。为此，教育要看到“儿童的存
在”，要充分地锻炼儿童的四肢、感觉及各
种器官，要关注儿童精神世界独特的鲜明
性、细微性和天真性，而不能只是填塞给他
们现成的说法和论断。

即使是虎妈所言的音乐技能训练，也需
要以充分的感性体验做基础。田野和草原的
寂静、树林的飒飒声响、晴空云雀的鸣唱、成
熟麦穗的窃窃私语、蜜蜂和熊蜂的嗡嗡等大
自然的音乐，都应该是孩子早期获得的音乐
体验。虎妈的两个女儿后来都没有就读音乐
专业，想必也与童年时代缺乏这种体验有关。

凡在童年错过的，很难乃至几乎不可能
在成年岁月中去弥补。儿童教育应追求“横

向丰富”，让孩子充分地通过音乐、童话、创作
来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这其实就是对未来
最好的准备。

此外，我们也应给孩子自我选择的机会，
至少要保护和发展孩子的一项爱好。孩子的
选择即使在成人看来是错误的，也体现了孩
子的意志和精神自主性。我们不能借口孩子
年幼而干涉他的一切选择，什么都替孩子做
决定，其实是在杀死孩子的精神生命。

给予孩子选择的机会，也有助于孩子通
过尝试发现自己的兴趣。而兴趣意味着优势
和未来的竞争力，更关系到一个人的幸福
感。孩子是有选择能力的，夏山学校的实践
证明，即使是五六岁的幼儿也能发现自己的
兴趣所在。

目前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起步早、走得快、
学得多，而不惜抄近路、抢时间、压缩孩子的
人生，而很少去考虑后果：孩子或者没有输在
人生的起跑线上，却往往输在人生的终点上，
因缺乏发展的后劲而泯然众人；或者造成儿
童的成人化，其应有的生长状态难以得到充
分的展现。他们或许能够借助电子媒体快速
获得稻谷从播种、收割到做成米饭的全程知
识，但闻不到稻穗抽芽时的清香。成长若忽
略了精彩的过程，世界及生活对孩子来说就
变得了无乐趣，为了某种外界认可的目标而
不停奔波，即使成功也只是悲剧。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给孩子充分体验和自我选择的机会给孩子充分体验和自我选择的机会
王海澜

难忘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快乐无比的童年。田间地头，
捉蜜蜂、扑蝴蝶，甚至捕蛇；水
塘河边，钓龙虾、抓黄鳝；屋前
屋后，翻糖纸、扔铁饼⋯⋯一切
能玩的、一切能想得到的，我和
小伙伴们都尝试过。其实，孩
子对童年要求不多，能够自由
支配的时间、玩得来的同伴，还
有不干预的父母。（江苏省靖江
市城北小学 鞠锋）

童年的玩具几乎都不需花
钱。毛毽、沙包是妈妈缝制
的，笛子是稗子叶或抽掉树茎
的空树枝制成的⋯⋯我最大的

“玩具”是村南扬水站那些用
来抽水的大钢管，还有大队草
料场一米多高的土围墙。我曾
在管子里爬进退出，或踩在光
溜溜的管子上，张着两只胳膊
小心翼翼一摇一晃地走过；也
曾和伙伴们在宽约一尺的土墙
上奔跑如飞，追逐嬉戏，一旦
站不稳，就赶快就近找个草料
堆跳下去。（河北省张家口市
第十六中学 曹秀芳）

童年最难忘的是放牛，我
们把牛赶到山上，割够供牛儿
回家吃的草后，就在附近找树上的野蜂蜜、掏鸟蛋，采
野花，找野菜、野果、菌子。傍晚时分，用山里的藤绳
把拾的柴、割的草梱好放在牛背上，坐在牛背上唱着自
编的歌满载而归。回到家里，插几朵野花在竹筒里，给
贫困如洗的家增添一丝生机，拿出山上采的野菜做晚
饭。劳作一天的父母回家，总能吃到香喷喷的饭菜及野
果、野蜂蜜。（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幸福完小 鲁天娥）

上世纪 70 年代的精神生活是匮乏的，村里晚上的
免费露天电影就成了精神大餐。一听说要放电影，我们
便过节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晚饭后早早等待，还会
如饥似渴地跑遍方圆数公里的邻村去看。（浙江省嵊州
市蛟镇中学 周国梁）

童年的冬天冷得让人无处躲藏，难以忘怀我们自制
的“暖宝”。用乌黑色、特黏手的“猫屎泥”在青石板
上反复揉，揉软搓熟，然后做成球、钵的形状，在太阳
底下晒到六成干时，用手沾水在其表面反复打磨，直到
光滑圆润时，再放到灶洞里烧硬，就成了我们冬天取暖
的宝贝。（湖北省枣阳市新市镇肖庄小学 赵俊涛）

6 月天骄阳似火。妈妈从村里打猪草、拉鸭菜回
来，又累又热，气喘吁吁，瘫坐在地板上。我灵机一
动，来到风车前，让妈妈坐在风扇口，用一根绳子系在
把手上面。我先转动风扇的把手，然后站在妈妈身后拉
绳子。风扇里残留的细糠随着扇叶转动扑面而来，我和
妈妈都睁不开眼。但妈妈竖起大拇指笑着说：“儿子，
你真聪明。”我今天想起来心里还乐滋滋的。（安徽省庐
江县长岗中学 孙功道）

老家的竹园藏着童年的好多乐趣与记忆。搭竹桥、
荡秋千是女生的闲情逸致，跳竹竿较有挑战性，手握竹
竿，双臂伸直，身体弓形，膝盖弯曲，脚趾抓竿，

“嗖”的一下，从入口处的第一根竹竿跳到第二根，依
次沿着竹园一圈跳完，比速度比勇猛。更为挑战的是

“荡自己”：选择最大的竹子，爬到顶部掰弯竹身，悬空
自己，沿着竹竿做圆周运动，慢慢加速，以身体与地面
平行时为最优，喝彩声、呐喊声响彻云霄。（湖北省长
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救师口小学 苏妮）

“换糖喽！废牙膏皮旧塑料纸换糖换针换头花喽！”
在物资匮乏的乡村，这是最美妙的声音。只要一听到糖担
子进村的声音，一群赤脚的孩子便按捺不住，猴儿一般从
各家各户溜出来，叽叽喳喳地簇拥在黑瘦而精干的糖担艺
人身旁，用牙膏皮旧拖鞋等换自己心仪的物品，满心欢喜
地捧回家去。（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市珊瑚初级中学 郭云）

每到暑假，院子里的几棵槐树上就长满了花蕾，我
们称其为“槐米”。父亲总是天刚蒙蒙亮就上树用镰刀
往下钩槐米，姥姥、妈妈和我便在树下捡槐树枝，然后
用手把槐米一粒一粒捋下来，放在簸箩里、席子上，追
着太阳晒⋯⋯夕阳西下时，槐米干松飘香，全家老小的
脸上都露出收获的喜悦。槐米情，情缘童年，终生难
忘。（山西省侯马市建工路学校 许金凤）

最让我难忘的是玩老鹰抓小鸡游戏，小鸡被抓住就
要背老鹰走几米路或被老鹰弹两下脑袋⋯⋯若老鹰在指
定时间抓不到小鸡，也要接受同样惩罚。个子较大的我
往往当老鹰，专门抓个子较小、反应较慢的小伙伴,有
时把小伙伴的短裤或裙子揪下来，露出半个小屁股，我
便用小手迅速拍几下。有小伙伴对我说：“不要耍流
氓。”“啥叫耍流氓呀？”“就是不能拍别人的屁股。”于
是，我知道了耍流氓就是用手拍别人屁股。（天津市蓟
州区下营中学 张国东）

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童年充满了“饿”的感觉，于是，
打“野食”成为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春天挖刚露出地面的
苦竹笋芽烤了吃、大嚼映山红的花朵，夏天摘野李、采杨
梅，秋天寻八月瓜、挖鸭脚板，冬天寻野莓、打鸡爪子等野
菜⋯⋯生在大山，长在大山，山里的“野食”喂养着我饥饿
的童年。（湖南省学校文化建设促进会 熊振鸿）

1982 年的六一节，外公给我做了滑轮车，妈妈给
我做了裙子。滑轮车是一块方木板装了 4 个钢质滑轮，
一个横柄的方向盘。裙子是粉红色的纱裙，有白色的衬
里。我骑着滑轮车从铺着小石子的土坡上冲下来时，耳
边伴随着滑轮声、小伙伴快乐的喊叫声和呼呼的风声，
感觉好爽。可玩了不到半天，就看见我的粉色纱裙后摆
磨得稀烂，还沾满泥土。我当时哭得很伤心，仿佛天空
都是灰暗的。30 多年后再回头看，那个六一儿童节其
实非常明亮。（贵阳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田芳）

(下转第十版)

家教主张

幸福童年应该什么样？两位嘉宾不约
而同地提到了“玩”这个关键词。

孙云晓认为，童年幸福的孩子一定是
一个玩童，是一个很爱玩、很会玩的人，
是一种充满兴趣、生机勃勃的状态。

他举例说：“孩子在玩耍的过程中可以
收获许多良好的品质。北师大著名的心理
学家陈会昌教授，对 200 多个孩子从 2 岁
跟踪研究19年，发现具有两种品质的孩子
发展最理想。第一种是主动性强，第二种
是自制力强。主动性强的孩子好玩，有兴
趣、有爱好、有追求、有梦想，能把潜能
释放出来；自制力强则说明孩子有自我控
制力、能够遵守规则。特别在体育运动
中，不遵守规则根本就没法玩。所以主动
性和自制力是健康人格的核心要素。”

赵丽娜认为，幸福的童年应该是健
康、阳光、乐学的。清华附小秉持“无体
育，不清华；无体育，不成志”的理念，

48 个班成立了 96 支球队，“人人踢足球、
班班有球队、男女齐上阵”。在清华附小校
长窦桂梅心中，幸福童年的样子是“皮肤
黑、牙齿白、眼睛亮、有力量”。主持人补
充说：“还有‘腰板直、笑容多’。”

对于有的家长认为“孩子有一个幸福
的童年，就会有一个悲惨的中年和老年”
的言论，孙云晓反驳道：“童年是人一生的
发动机，童年既可以制造苦难也可以铸造
幸福。幸福的童年是一生幸福的源头，悲
惨的童年是悲惨人生的开端。”

孙云晓说他一直难忘冰心老人的两句
话，“淘气的男孩是好的，淘气的女孩是巧
的”。他深有感触地说：“儿童是成人之父，
童年是心灵的故乡，童年影响着人的一生。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孩子在童年时玩得痛
快，打开各种感官，获得丰富的体验，让童年
储存满满的能量，这样的孩子一生才是幸
福的、有作为的。”

保护幸福童幸福童年年该有的样子

难
忘
童
年
的
…
…

儿童本来是儿童本来是““玩玩””童童
本报记者 杨咏梅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由此看来，玩耍的价值远远大于上一两
个培训班，这个观点今天的家长能够接受
吗？赵丽娜说自己“内心很认可，但现实很
无奈”，面对学习任务的压力，做父母的要
学会权衡玩耍和学习的关系，而如何权衡，
关键在于父母的儿童观是不是“儿童友好”
的。

1996 年，联合国人居会议上指出，儿
童的福祉是健康人居、民主社会和良好管理
的终极指标。不论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小
城市或者社区，在公共事务中都应该给予儿

童政治优先权，将儿童纳入决策体系中。这
就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概念。

孙云晓将此概念延伸到教育生态中，他
认为父母和老师、学校和家庭都应该做到儿
童友好。“大部分父母是非常爱孩子的，但
要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真的对孩子
好，是否对儿童友好。”

孙云晓举例说，走在路上，父母一高兴
就把孩子背着走，看上去很亲密、很友好，
但没有顾及孩子刚开始学走路时愿意走路的
需要，还有的家长追着孩子喂饭，有的孩子

涵养儿童友儿童友好好的教育生态

已经四五岁了父母还会
喂给他吃。“其实，小
孩子基本上 1 岁左右就
可以自己吃饭，想吃什
么就自己拿什么吃。自
主进食的过程很愉悦，而被喂饭就有被强
迫吃饭的感觉，对儿童并不友好。”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算不算儿童友好校
园呢？赵丽娜自豪地说：“清华附小有一句
人人耳熟能详的话，即‘儿童站立在学校
正中央’。本着这一理念，基于儿童的天资
性情，我们设置了三个年段进阶课程：低
年段激发兴趣，基础牢；中年段培养乐
趣，腰杆硬；高年段砥砺志趣，起点高。
从兴趣到乐趣到志趣，努力让儿童在丰富
的体验中将志向付诸实践，朝着自己的目
标付出努力。这是我们作为教育者给予儿
童的友好。”

在家庭教育环境中，赵丽娜认为儿童

友好就意味着陪伴孩子。“现在的生活节奏
太快，很多家长工作很忙，可能认为对孩
子的陪伴和教育就是提供丰富的物质基
础，该报的班报了，该买的玩具都买了，
就算完成任务了。实际上，孩子的成长更
需要情感的陪伴，家长需要根据孩子不同
年龄段的特点给予适当的陪伴和交流。”

赵丽娜说自己班上有个孩子特别喜欢研
究地铁，经常从起点坐到终点，再换一条线
路，观察研究，乐此不疲。家长非常支持孩
子的兴趣，周末带着孩子一起坐地铁。现在
孩子已经把北京甚至全国的地铁线熟记脑
海，成了地铁知识小专家，并且开始将兴趣
延伸到了铁路。

孙云晓说：“在家庭教育中涵养儿童友
好的教育生态，就是父母了解孩子、发现
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通过丰富的感官体
验去发展自己的潜能，给予孩子充分的陪
伴和支持。”

幸 福 的 童幸 福 的 童
年是一生幸福年是一生幸福
的源头的源头，，悲惨悲惨
的童年是悲惨的童年是悲惨
人生的开端人生的开端。。爱贝睿 绘

同题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