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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师和妈妈，我常觉得急需一种
全新的教育理念，改变教不得法的现状。
选择研读 《不管教的勇气》，一是已被作
者的 《被讨厌的勇气》“圈了粉”，二是
它入选了 《中国教育报》 2018 年度教师
喜爱的 100 本书，“皇帝相中的妃子”自
然不会差。

初看此书，有点儿失望：书不厚，价格还
不便宜。已习惯以厚薄论价值，但看完后，
颠覆了之前的想法。言约义丰，触类旁通，
全是干货，实用、有嚼劲，物有所值。花同样
多的钱，买到的西藏牦牛肉干能和肘子肉一
样多么？大道至简，万变不离其宗。本书从
孩子复杂多变的成长表现中，概括出一条简
单恒定的育儿理念：不管教。具体关注三个
话题：学会真正独立；如何帮助孩子正确地
面对学习；如何与孩子构建起更加融洽、和
谐的亲子关系。通过淡定坦然的不管教，为
孩子赋予自我成长的勇气和动力。

指出集体无意识的育儿误区
有人说，一个孩子是“家庭子宫”和

“社会子宫”共同的分娩物，社会学家也认
为：人是出生两次的动物，第一次出生使
其具备了外在长相，第二次出生使其具备
精神长相。而一个人“精神长相”的美丑，
往往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好坏呈正相
关，而父母则是孩子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引
导者。由此可见家庭教育举足轻重的地
位。但是，不是人人天生能当好父母，教
育好孩子是一门艺术。有多少父母把“听
话懂事”当成评价孩子好坏的标准？有多
少父母每天除了关心孩子学习就不再过
问其他？有很多父母借着比孩子见多识
广，就对孩子严加看管，还理直气壮地为
自己的控制欲正名：孩子小，不懂事，我管
他是怕他学坏。有很多父母自以为是过
来人，就否定孩子的优先决定权，还义正
词严地为自己的过界行为辩解：孩子没经
验，我得替他把关，避免他走弯路。唠叨、
讲道理、一边无私付出一边抱怨孩子不领
情，这些是很多父母爱干的事。这个时代

如此，以前的时代如此。但是，历来如此，
就一定正确吗？大家都这么做，就一定合
理吗？为什么父母感动了天，感动了地，
就是感动不了孩子呢？大人一边在呼吁
民主、平等、自由，一边自己却在干着限制
孩子人身自由的事还不自觉。岸见一郎
研究安德勒心理学 30 年，结合自己养儿
经验，写出的《不管教的勇气》一针见血地
指出：父母们普遍陷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
的育儿误区。

提出前瞻性的全新教育理念
教育已拔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但教

育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这就说明：曾经
的教育理念已不适用于现在的时代。教
育是有有效期的。何不趁早尝试一种全
新的理念？本书提出了一套与传统教育
截然不同的新观点：

不管教少操心。教育的本质是培养
健全的人。岸见一郎认为教育的目标是

“自立”。管教太多，依赖就太多，孩子就

发现不了自己的价值，很难充分自立。而
父母在职场上常会自顾不暇，回家后还要
帮忙解决孩子的问题。连轴转的生活，容
易引起情绪的爆发。孩子有孩子的课题，
父母有父母的课题，互不干涉才好。否则，
两败俱伤。君不见辅导家庭作业引发心肌
梗塞的新闻已不是新鲜事，君不见因辅导
家庭作业引发夫妻关系恶化、亲子关系异
化的文章满屏都是，因过度教育引发的“弑
母案”“杀师案”，早已刺痛了我们的神经。
有个词叫“矫枉过正”，说的是管教太多的
危害。不能促进亲子关系和谐发展的行为
都不是正确的行为。当然，本书的“不管
教”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顺其自然、无为
而为。它是在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前提下
引导孩子真正自立。作为一个八岁孩子
的妈妈，我也有因不放心导致管教太多引
起孩子叛逆的苦恼，我目前正在尝试这个
理念，感觉效果还不错。

不表扬不批评。表扬是有能力的人
对没能力的人所做的自上而下的评价。
亲子关系不等于上下级关系。表扬会破
坏平等的亲子关系，不能起到长期激励的
效果，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作为一名有
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教师，我发现很多孩
子是为了被表扬去努力的，一旦得不到表
扬，就不好好努力。不单是孩子，即便是
心智成熟的大人，也会有因不被重视就不
好好干的经历。表扬并不是万能的，那批
评呢？面对孩子任意妄为，家长肯定会批
评。事实上，孩子即使被批评也丝毫不会
改变自己的行为。常被批评的孩子，要么
懦弱自卑，要么故意做出更出格的行为来
刷存在感。批评会让孩子陷入恶性循
环。没有“坏父母”，只有不会想办法的

“笨父母”。肯定有比表扬和批评更好的
激励手段。《不管教的勇气》给家长们提供
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帮助孩子把
坏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长驱动不哄骗。很多家长为哄孩子
学习，常说：好好读书了，长大了就会轻
松；书读得好就会出人头地。为了轻松而

读书的孩子，他是更在乎现在的轻松还是
以后的轻松？为出人头地而努力的孩子，
一旦遇挫，还会有继续努力的动力吗？大
家都为了出人头地去读书了，还容易陷入
恶性竞争中。况且，弯弓搭箭，不一定能
百步穿杨；子弹上膛，不一定能一发中
的。读书和成功是两个不同范畴的课
题。欺骗孩子读书好就能成功，一旦读书
好人生不成功的例子多了，“读书无用论”
就会泛滥。可见，用哄骗的方式激励孩子
学习不可取。心育天地，才能大有作为。
心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孩子才会有长期
努力的动力。有贡献感，就会奋发向上；
自私自利、眼光短视，就愈发容易陷入动
力不足的窘境。作为家长和老师，我感觉
这个理念的可操作性很强。

让人人都能看懂
书的理念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并不

容易。即使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也难免陷
入集体无意识的误区。不管是高知层还
是低知层，都可能成为这本书的受众。所
以，作者用朴素的语言去把道理讲透，又
不乏睿智的闪光。看此书，你会觉得在接
受一位蕙质兰心、衣着朴素的清丽女子的
点化时，忽然看到她眉心的美人痣，顿时
为她的颜值倾心不已。比如，很多父母不
能正确看待孩子的不足，岸见一郎就告诉
我们：“短处或缺点就像是黑暗，黑暗并不
是作为实体而存在的，所以就不能像对待
具体事物那样去消除它。”多么睿智的思
想！我的心胸豁然开朗了，对女儿的缺点
也包容了。岸见一郎还说：“黑暗既无法移
走也不能消除，那该怎么办呢？投光明就
可以。”朴素的语言有醍醐灌顶之效。原
来，改变不足的最好方式是关注长处。

《不管教的勇气》不是提倡完全不教，而
是以尊重孩子生命律动、尊重孩子自由人格
为前提，有所教，有所不教。尊重生命，事半
功倍。任意支配生命，就等于践踏生命。

（作者单位：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湘
南中学）

无为而为是大为
——读 《不管教的勇气》

郭春华

经典像熠熠生辉的群星，虽越千古，
仍然闪烁着璀璨的人性光芒。

阅读文学经典，如同春风化雨，温润
性情，涤荡心灵。与经典诗文并肩前行，
会让我们读到浓郁深沉的情感体验，真挚
深邃的生命意蕴，澄澈深刻的艺术境域；
与经典诗文并肩前行，会让我们重拾生
命最初的纯净和感动，保持内心的淡
定，越来越接近精神的天空，最终登上
精神的殿堂；与经典诗文并肩前行，会
让我们坚信在遭遇挫折或失败时，总有
一朵花为你开放！

经典中的诗歌、散文、小小说又是最
为人们所熟悉与感到亲切的文学艺术形
式，也是提升个人文学素养的重要载体。
如今此类出版物甚多，未免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而由周金荣、李韫婉编著的

《中外经典诗歌五十课》《中外经典散文
五十课》《中外经典小小说五十课》系列
丛书，令人耳目一新。

这套丛书，扎实而灵动，丰富且雅
致。编者苦心经营三载，精心遴选了文质
兼美的中外经典诗歌、散文、小小说各五
十篇，且以精心设计的鉴赏研习路径辅
之。每课由六部分构成。“作者简介”，是

对作者的生平和作品的简要概述。“正
文”，是编者所选的诗歌、散文、小小说。

“小编有话”，编者言简意赅地引导学生进
入兴味盎然的文本欣赏之旅，引导学生领
悟作品深层奥秘。“师生在场”，编者还原
课堂的精彩片断，展示师生智慧碰撞中对
作品的深入理解和生成的生命感悟。“短
句回响”，通过对经典拓展，打开学生的视
野，让学生达到“知类通达”的境界。“拓展
阅读”，对作者及作品予以拓展，提供相关
的意蕴丰厚、饶有情趣的经典故事，让学
生进一步了解作者的某些深具意义与情
味的生命阅历，从而更深层次了解作品的
丰富内涵与艺术特色。

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
说：“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
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把
人带往远方。”

的确如此，让我们打开书卷吧！丛书
里有《繁星》《春水》《秋日》《帆》《礼物》《海
边的白蝴蝶》《永远不会凋谢的长夏》，更
有《弯弯的月亮》《人间的四月天》；有《断
章》《梦与诗》《雪花的快乐》《蓝蝴蝶》，也
有《门孔》《再别康桥》《雨巷》《绝版的周
庄》；有《金黄的稻束》《老马》《凡·高的向

日葵》，也有“脸庞沾满麦秸”的《母亲》《庄
子的草帽》，更有《大漠里的旗帜》《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诗
人告诉我们，《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
从容，但诗人们最爱讴歌的是爱情。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
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
想她？”想她什么？“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为了爱
情，余光中，“等你，在雨中”；为了爱情，席
慕蓉，“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才化作一棵
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为了爱情，裴多
菲，“我愿意是云朵⋯⋯只要我的爱人/
是珊瑚似的夕阳”。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呢？叶芝《当你老
了》给了我们答案：真正的爱情不仅是爱
你的青春美丽，更是爱你朝圣者的灵魂以
及衰老的脸上的皱纹。

好诗，历经岁月的磨砺更加闪耀生
辉。无论年代多么久远，好诗始终能震撼
人心，给人启迪。《尚书·尧典》 说：

“诗言志。”诗人们用心歌唱，用灵魂歌
唱。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
艾青向祖国捧出了一颗赤子之心：为什么

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
得深沉⋯⋯生与死是永恒的哲学话题，在
泰戈尔眼里，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
之静美。

堪称文质兼美的这套丛书，具有丰富
的内容、多样的形式，不仅为一线教师提
供了教学的样板，还可作为经典诗歌、
散文、小小说鉴赏课程的优质教材，亦
可作为文学爱好者的自主研习读本。

这套丛书非常适合青少年课外阅
读，是课内阅读有益的补充和拓展。当
然，作者编著这套丛书的目的也绝不仅
仅在于让同学们欣赏到优美的诗文名
篇，更重要的是希望同学们将这些作品
内化为成长的精神营养，指引自己未来
的人生航程。

（作者单位：天津市天津中学）

文学经典把人带往远方
吴奇

教师荐书

面对越来越多来自媒体及
现实生活中子女教育出现的问
题，为人父母者的内心时常处于
煎熬与忐忑中，很多家长跌入

“管不得”“教不得”“打不得”的
深渊，渴望有一道闪电很笃信地
告诉他们 ：这样养育,包你成
功。此时，张文质先生所著的

《急不得，慢不得——家庭教育
典型案例实操手册》一书，犹如
一剂良方，展示着家教的真谛
——成长需要奶蜜盐。字里行
间，幻化为智者，站立如松，
娓娓道来，既似心理抚慰师，
把 脉 着 父 母 的 根 根 “ 困 难 ”
经；又似说箴理的预言大师，
将你眼前的迷雾与未来的走向
说得明明白白；更似中西医结
合治疗师，针对各路家教疾病
症状，对症下药，治“标”又治

“本”。
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良

方，特别是在不知不觉病入膏肓
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在小病
未病时，我们可以在别人的问题
中获得启迪，而后选择自查和调
整，获得问题的解决之道。

《急不得，慢不得》就是这样
一剂良药。实操，当然要从真实
情境中来，又要能解决实际问
题，但此书的实操不是简单地教
给父母一个拿来就用的办法，而
是从思维、方法、关系等方面给
予父母一个个归位和扶正的建
议。全书分三个部分，分别是学
习篇、生活篇和性格篇。学习篇
主要是讲孩子上课表现、孩子作
业、家长与学校老师沟通以及教
育理念之类的问题；生活篇讲的
是日常生活中孩子的吃喝玩乐，
以及家庭中父母表现对孩子的
影响等；性格篇主要从孩子表
达、兴趣、情绪等方面进行解答。

55 个案例，让我看到处理
孩子成长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方
法指引。案例中，作者始终站在

“生命”立场，无论是孩子怕地面
脏不肯脱鞋玩的胆小谨慎还是
孩子做作业总是拖拖拉拉，他都
在追问和强调“孩子需要父母来
管教”，“正常的、良好的亲子关
系，意味着父母亲密的陪伴需
要”，缺乏了父母陪伴的孩子，其
成长中出现的问题都是日积月
累、不知不觉产生的，解决问题，
只能从根子上找原因、想办法。

家校关系，一直是学生成长
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来源，“亲其
师，信其道”是良好家校关系的
体现，但生活中，家长却常遇到
这样的事：满心希望想与老师沟
通，老师却不接电话、不回微信、
谢绝来访，不愿意跟家长沟通，
怎么办？张文质老师给出的建
议让我看到一个“中立”却有用
的处理办法。先将家校沟通困
难分类，看看“沟通难”背后的老
师真实状况，再将孩子的问题分
成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方式去
沟通，与老师沟通的目的是解决
问题，能通过朋友、专家或是班
级家长群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
去麻烦老师，在各种方式都无果
的情况下，可与学校协商，“但不
是指责老师，也不是投诉老师，
不是吵吵嚷嚷，也不是责怪批
评，更不是对学校充满敌意，甚
至威胁学校”。

阿德勒说：“幸福的人一生

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
治愈童年。”一个人拥有一个幸
福的童年有多重要，竟然可以治
愈人的一生。错过了幸福的童
年，是否还有机会弥补或改善
呢？想起童年的一个情景：母亲
上坡劳作，把我送到眼盲的姑婆
家，让姑婆看管。她看管我的方
式，就是两道大门往中间一合
拢，插上门闩，任我在黑漆漆的
堂屋玩。4 岁多的我，非常憎恨
黑，想出门看看，跑到灶房拿到
一根做柴火的木头，努力地举起
木头敲向门闩。随后的成长中，
我不断地挑战人生难题，疾病、
婚姻、工作、育儿⋯⋯一个个问
题似乎就是向着黑暗敲落门闩
的隐喻，困难重重时，我不免迁
怒于母亲当年把我寄养在姑婆
家的行为，认为童年的“黑”预兆
了人生的“黑”。看到“问题 40”
中的文质说，我豁然释怀，它为
我解决了心中的疑惑——所有
的爱的表达、爱的付出都是有意
义的，可以改善童年时的创伤。
所有的最终都是回到最初，但又
不尽然，能动积极的人还可以于
童年阴影里追寻光明。

《急不得，慢不得》这本书的
封皮上写着这样两句：“教育急
不得，切莫揠苗助长，要顺应孩
子的发展节奏，耐心陪伴孩子成
长。教育慢不得，太慢让孩子落
后，要时刻引领孩子进步，不断
更新孩子认知。”家庭教育中，父
母急，孩子就急，还急得不顾后
果；教育中的慢，不是孩子的慢，
而是父母的慢造成的，父母不学
习，不知道童年期的孩子需要什
么样的支持，不知道时代背景下
的孩子身心变化特点，怎么时刻
引领孩子进步呢？世界上最不
保险的行业就是做父母，父母投
入的时间和金钱不一定能换来
孩子的健康成长，父母全心的情
爱和教养也不一定能铸造孩子
的成功，有一句话说得真是适
切：只要当孩子成为正常的父
母后，父母才真的成功了。

“等到风景都看透，陪你看
细水长流。”我真的在 《急不
得，慢不得》 的阅读中获得家
庭教育的平和与沉静。从这些
细腻专业的解答里获取家庭教
育的法宝，受到智慧的引领，
让孩子在潜移默化的支持陪伴
下成长为新一代父母。

（作者单位:重庆市彭水县
教师进修学校）

慢慢地陪着你成长
黄方

《不管教的勇气》
岸见一郎 著
晨光出版社

好书荐读

《急不得，慢不得——家庭
教育典型案例实操手册》

张文质 著
青岛出版社

周金荣 李韫婉 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华诞，奋进中的中国，70 年戮力
同心，70 年砥砺前行。如今的中国，
正上演一个个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经济发展方兴未
艾、“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社会进步
日新月异⋯⋯伟大的时代孕育出伟大
的故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
有着更加丰富的故事值得讲述。

年轻一代手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接
力棒，“少年兴则国家兴，少年强则国
家强”，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
当下，更需要用少年的力量去讲出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这一点在高考作文题中体现得淋

漓尽致。在 2018 年 8 套高考作文卷
中，新时代、新青年、新发展这一主
题的作文就占了“半壁江山”，比如，
北京卷二选一：“新时代新青年——谈

在祖国发展中成长”；全国I卷：给2035
年的18岁青年写一封信，阐述“与新世
纪的中国一路同行、成长，和中国的新时
代一起追梦、圆梦”的想法；浙江卷：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浙江
精神创造出的新时代浙江传奇；全国卷
III：“改革开放三部曲”⋯⋯更不要说，
2017年，全国I卷的中国关键词，北京卷

“共和国，我为你拍照”这些立意明确，
角度明了的作文题。这些作文题都体现了
一个命题倾向——高考作文要切中当下
社会现实，让每一个考生都能通过讲好中
国故事来展示自己的能力。

“讲好故事”固然重要，但是没有
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广博的素材积累，
在考场上讲述的中国故事也必然难以
令人信服。如何让中学生掌握丰富、
优秀的写作素材呢？在这一点，意林
走在了时代的浪潮中。短小精悍的

“意林体”浓缩了人生哲理，其凝练的

文笔也在写作上给中学生有更好的参
考；热点、时文、人物、经典、美文
⋯⋯这些紧跟新时代又包罗万象的素
材，回应考生在学习、生活、社会实践
中的困惑，既满足中学生的写作素材需
求让每一个考生在写作时都能有话说，
又在他们时间仅够的备考阶段了解更热
更新的社会信息，不会成为“一心只读
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少年。

《老外眼里最酷的中国制造》《牛油
果、房产和千禧一代的未来》《器量三
层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学生利用碎片时间，经常阅读意林系列
期刊中这样短小精悍的文章，揣摩其中
刊登的学生习作 《恰值青春奋斗圆梦》

《语言与时代》《长征路》等，高考考场
上自然成竹在胸，把“中国梦”“中国
故事”娓娓道来，真挚又不失深刻。

意林不仅在高考方面能与时俱进甚
至走在前列，就连在培养学生文学素养

上也很有前瞻性。2018年，全国统一使
用部编本教材。为了鼓励孩子阅读，“部
编本”想了许多办法。比如，初中加强
了“名著选读”。这与意林旗下刊物《意
林》《意林作文素材》《意林绘阅读》中
的“名篇赏读”“名著写作课”“大语文
国学”等栏目不谋而合。推荐的书目不
仅有名家名作还有书海遗珠，不仅有文
学还有社科，携取名著本身以及创作背
景中动人心弦的片段和故事，青少年读
起来津津有味却又意犹未尽，自发去找
原著阅读，把名著阅读从被动的学习任
务变成主动探寻，用经典滋养精神。

在“五四”百年之际，意林更是与
新时代下的高考有机联系，稳中求进，
在材料选取、文化传承、价值引领等方
面，形成了极具自身特点的新时代“意
林体”。找准自我，固本强心，与时俱
进，用短小精悍、深含意蕴的“意林
体”为青少年讲出中国好故事。

“意林体”讲好中国故事 让青少年爱上阅读

“意林体”讲好中国故事，青少年爱上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