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29日 星期四

07
主编：杨咏梅 编辑：杨咏梅 特约编辑：赵丹青 设计：王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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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两位嘉宾都久别了童年，但是提起暑
假，各自都有难忘的经历。李家成把自己的暑
假表述为“一段自由的、和家人在一起的难忘
时光，不需要上课，没有作业”。令他最难忘
的，是初一的暑假。“上了初中，父母对我的
期待也不一样了。弟弟、妹妹还在读小学，我
变成了在家照顾他们的人。除了做早饭、中
饭，还要管他们的学习，保证不出安全事
故。”这次暑假让他收获了满满的责任感。李
一凡印象最深的是去姥姥家过暑假，“姥姥家
在另外一个城市，妈妈假期会带我去姥姥家，
表哥表姐也放假了，整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聚
在一起做游戏，可开心了”。

如今的孩子们都是如何度过暑假的呢？
据李一凡观察，现在社会快速变化，家长群体增
加了许多的压力和焦虑，呈现在孩子的假期安
排上，往往会给孩子安排很多课外班，而且选择
上也存在着功利性和盲目性，使得家长很难判
断孩子真正需要的支持、资源和外力是什么。

李一凡说：“功利性体现在家长选择让孩
子学什么都有明确目的，学数学或其他文化课
就要提高学业成绩，学习才艺也要有考级、获
奖这样的结果或回报；盲目性则是家长不知道
孩子的兴趣点在哪儿，是攀比盲从。看到家长
群里别人家的孩子学编程、学武术，马上就会
担心自己孩子落后，抱着模仿、从众的心态也
给孩子报名。”

还有一些家长担心孩子下学期继续落后，
于是不由分说把暑假变成“第三学期”，孩子
基本得不到休息，有的甚至提前把下学期的课
本学一遍、题目做一遍。这样做对孩子的身心
发展和学习能力有益处吗？

据李一凡观察，有些家长把期末考试成绩
当成孩子暑假学习的晴雨表，“如果孩子期末
没有考好，那暑假就要报班学习”。

有的家庭即使孩子成绩很好，家长依然怕
落后，还会安排很多学习任务。李家成认为这
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是把孩子的暑假与培
训辅导在一定意义上进行了绑架。他说：“假
期里要适当温故和预习，但不应该是暑假的核
心和全部。除了学习，其他的生活和安排也都
很重要。有许多事情是只能在假期里做的，不
能缺失错过。”

暑假被当成暑假被当成““第三学期第三学期””
有哪些弊端有哪些弊端？？

自我管理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健康、发展
目标、心理和行为等各个方面进行管理，注
重的是个人主动成长、自我掌控、自觉自律，
最终促使儿童青少年行为的调控是透过自
己的内控力量，而非传统的教师和家长的外
控力量，从而迈向独立、自主、成熟。

第一课是时间管理。时间是每个人拥
有的最为重要和公平的资源，时间是无限
的，人生是有限的，最好地利用有限的时间，
才能成就高品质的人生。

每逢寒暑假，孩子有更多自主的时间，
学校和家长要真正放权给孩子，培养孩子自
己的时间自己管理的意识，掌握管理时间的
方法，练习自己规划、分配和利用时间，从而
养成自觉、自律、守时的习惯。

管理时间从早晨起床开始。准备上小
学和低年级的孩子可以练习使用计时工具，
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可以使用生活记录法练
习如何过好每一天，中学生可以用时间象限
法、生涯规划等做近期和长远的规划。

第二课是任务管理。假期有太多的事
情可以做：学业辅导、特长培训、社团活动、
志愿服务、运动、聚会、家务、游戏、旅游⋯⋯

哪些是孩子最喜欢的、对孩子成长最重要？
事务质和量的无限性与个人精力、时间的有
限性，常常使人面临选择性焦虑。

孩子在成长中需要了解自己的兴趣、专
长，学习为自己抉择并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
任，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业目标和职业方向，
规划实施路径，选择最佳策略和方法；同时
还要面对因价值冲突导致的纠结。在这个
过程中，孩子会慢慢明确自己发展的方向和
目标，获得成长动力，明晰自己的角色和定
位，忍耐实现目标付出的辛苦，一旦目标实
现也更有成就感。

假期规划交给孩子自己来做，学校和家
长可以协助但不要操控和干涉，可以指导孩
子用任务排序法、价值观的自我清理练习等
明晰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在自我探索的过
程中容许孩子有失误，随时调整目标和方法。

第三课是物财管理。首先是个人拥有
的生活必需品的利用、清理，例如收拾、布置
自己的房间，清洗、整理自己的衣物。其次
是作为家庭成员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例
如家庭清洁整理、采买做饭等。

从孩子上小学开始，假期可以安排孩子
多一点儿时间整理自己的物品，同时承担更
多的家务劳动，如倒垃圾、做卫生、学习做
饭。孩子在家务劳动中的获益远远大于家

长的预期。喜欢承担家务劳动的孩子，更有
责任感、更懂得感恩、更擅长团队合作。单
纯享受劳动成果的快乐感是短暂的，而在劳
动过程中体验到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
潜能的发挥，会给孩子带来持久的幸福感。

特别建议孩子学习做饭，一个会做饭的
孩子，既可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获
得好人缘，提升孩子在各种环境中的适应力
和独立生活能力。

财商是经济社会的基本生存技能。从
孩子认识数字会加减法开始，就可以定时定
量给孩子自由支配的零花钱，学习合理消
费、积攒和理财。假期可以给孩子布置提升
财商的作业，如记录家庭一周开销清单，让
孩子参与家庭收支规划；让孩子自己策划一
次旅游，做经费的预算和管理。

第四课是人际关系管理。在所有与幸
福相关的因素中，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是最重
要的。假期里孩子与家庭成员和同伴交往
的机会增多，是学习人际沟通技巧、交往礼
仪、提升交往质量的好机会。可以适当增加
家庭休闲聚会，大家放下手机，面对面交流
沟通；同时鼓励孩子多参加家庭之外的社区
同伴游戏、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中学生同伴
交往尤其重要，支持孩子多与同伴聚会、出
游、运动，有利于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

第五课是情绪管理。目的是提升情商，
主要内容包括情绪的自我觉察、命名和适度
表达，他人情绪的识别、接纳与共情，增加积
极情绪体验，适当调控情绪等级，避免冲动
性伤害，认识负面情绪的积极意义等。

放假时孩子回归家庭与父母近距离长
时间相处，难免相互情绪激惹、负面情绪传
染。尤其是孩子进入青春期、家长进入更年
期，负面情绪会在家庭内发酵。这恰恰是家
长和孩子一起成长，练习情绪管理的契机。

家庭成员要相互分享分担，接纳彼此情
绪的自然袒露，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情绪负
起责任，避免自己的负面情绪污染家庭环境。

第六课是健康管理。大健康观包括身
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这是孩子
一生的财富，也是高品质人生的基本条件。
健康管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的营养、
适当的运动。

假期是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
惯的最好机会。学校可以布置健康保健的
作业，例如每周至少做三次运动，做一周的
睡眠和饮食的观察记录等。家长利用假期
指导孩子合理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和饮食，
养成定期适量运动的习惯。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

给孩子补上自我管理这给孩子补上自我管理这66课课
李慧生

“所谓壮游，即胸怀壮志的游
历。”利用暑假组织 8 对父子历时
11 天壮游 1800 公里大运河的北京
主动人生文化研究院院长程颢介绍
说，“英国教育部的报告曾指出，
壮游可提高和增强第二语言、独立
精神、人际关系、解决问题、自我
约束和深度对话等多种能力，同时
也直接提升个人的竞争力。”

在父亲的陪伴中找寻自我

程颢自己是父子壮游的实践者
和受益者，过去 3 年他曾经带着儿
子游历了 18 个省份 42 个城市，行
走了 21000 多公里路。他认为，
父亲的付出和陪伴在孩子成长过程
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中
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家庭育儿的
高消费化，使得父亲致力于为孩子
的发展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无奈
大量缺席孩子的日常生活，“父亲
的高质量陪伴甚至成为当今社会需
求强烈的奢侈品”。

基于这样的现实，2018 年 5
月，“父子壮游大运河”项目正式
对外发布，由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
市合作组织 （WCCO）、中国大运
河研究院担任学术指导，主动人生
文化研究院和壮游人生教育科技共
同推出。用程颢的话来说，许多人
因壮游找到人生的方向，完成了找
寻自我的过程。为此，中国需要重
溯壮游文化，培养孩子独立精神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2016 年底，教育部等 11 个部
门共同印发了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的意见》，要求各地各学
校和每一个家庭将研学旅行摆在重
要的位置，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
发展。可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是社会和家庭的
普遍共识，还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认同。

“运河文化长廊”里开启深度对话

这趟研学之旅从杭州始发，途经苏州、扬州、曲阜、泰
安、北京等城市。开营仪式上，研学辅导员江山介绍说，8
对父子将一路历经吴越文化、淮扬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
化、燕赵文化和京津文化等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态，行走出一
条“认知中华文化、感受新时代中国”的壮游路线。活动全
程贯穿“主动人生”的理念，设置独立、自然、历史、科
技、文化和公益等 6 大课堂，开启一场场与自己、与自然、
与历史、与未来、与大师、与责任的深度对话，营建具有时
代高度、历史深度、实践难度和国际广度的壮游体验和成长
场景。

“壮游过程中问道龙井茶、开设‘创艺家’公益课程、
体验雕版印刷、走进孔子出生地体验明礼生活、登临泰山共
建山河对话、徒步世遗苏州运河段、走进中国航天等 30 余
项活动，丰富程度出乎我的意料。”对于资深驴友的熊斌来
说，旅游已不新鲜，这次是被妻子“逼”着来陪孩子参加壮
游，最初很抵触，最后他说自己“十分庆幸能参加本次活
动”。

“行走在大运河畔，感受运河周边的风土人情，更加深
刻地理解了大运河文化，更重要的是，孩子在体验中提升了
文化自信、坚定了理想信念。”第一次带孩子壮游的李琦，
对活动的体会更加透彻，“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走近大运
河，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与这条文化母亲河建立起深度联
系，通过这条水脉在孩子心中构建起完整的中华文脉。”

共建父子“成长银行”

7 月 20 日，壮游团队联合扬州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共
同举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会议，分别作为各国代表为保护京
杭大运河发起倡议。孩子们穿上正装进行圆桌对话，虽然不
太懂得何为大国博弈和外交谈判，但也收获了难得的体验。

“我们并不期待孩子们的谈判无懈可击、逻辑严密、思
想宏大，只希望孩子们经过独立观察后，敢于表达出自己的
思考。”熊斌认为，这种活动能够让孩子从中了解国际规
则，拓展视野，增长见识。

本次活动还提出，每一对父子带着任务出发，共建父子
“成长银行”。据程颢介绍，设立“成长银行”的初衷，是将
孩子的个人成长、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融汇到一起，为未来
储蓄成长的力量。“我们聚焦父子成长这一主题，在壮游中
重点培育多维学习、认知自我、共情共建、设计生活、挑战
目标、沟通倡议、友好社交、输出共享等 8 大能力。”江山
介绍说，这些面向未来的能力，既是解决问题和自我领导的
能力，又是时间管理和接受自我的能力，“对父与子都同等
重要”。

7 月 26 日，在北京怀柔水长城烽火台的结营仪式上，8
对父子将他们从各运河城市收集来的运河水共同洒在长城
上。学术顾问黄杰介绍说，北京长城和北京城所使用的城
砖，分别来自山东临清、江苏苏州和河北沧州等地，都是通
过大运河来到京城的，所以才有“北京是运河上漂来的城
市”一说。长城、运河，两大世界文化遗产的奇妙融合，让
孩子们倍感神圣，也凸显了此次活动的文化价值。

家风推动父子共同成长

结营仪式上，孩子们收到了一封妈妈临行前写给他们的
家书。当场朗读妈妈们的叮嘱时，这些从未离开妈妈这么长
时间的孩子，有的不忍卒读，有的号啕大哭。就连一向坚强的
爸爸们，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每一个父亲的内心其实
都包裹着最有力的柔情，这一刻父子都卸掉了所有铠甲。”
随队专家、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副院长刘怀玉感慨地说。

本次壮游还设计了在中国家训第一园何园研修何氏家
训、寻访孔孟故里、在朱自清纪念馆共读《背影》等环节。“家风
是今年的壮游主题，也是贯穿全程的主线，这不仅是一种情感
纽带，更是推动父子共成长的精神催化剂。”程颢说。

在刘怀玉看来，本次壮游提倡构建一种有边界的父子关
系和一种“高质量”的父爱，注重父子的平等对话，主张父
亲角色的回归，“这种回归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包办，而是父
亲在有效的陪伴里赋予孩子自信和勇于挑战的能力”。

“我们负责提供父子对话和情感沟通的平台，其他就让
孩子们去独立思考。”程颢说，“父亲要扮演一个退后一步的
角色。相比起无条件的母爱，父爱在关键时刻的陪伴，能够
让孩子获得强大的支持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大运河研究院）

家教主张

如何才能让孩子的暑假生活丰富多
彩？李家成基于他主持的学术项目“你
好、暑假”里的相关调查和研究，给家
长提出了一些可借鉴的安排。

他说，不管是出国旅行还是回自己
的老家，对孩子来说没有本质区别。乡
村的孩子，在家里帮爸爸妈妈看看开的
超市和店铺，只要有一点儿家长的引导
就会变得非常有意义。在乡村，一定要
重视古村落、在当地生活很久的老人等
自然文化资源和人文资源。在孩子的体
验里没有鄙视链的存在，熟悉的场景、
陌生的场景都是孩子们可以学习的环
境。孩子没那么功利，只要有大量的刺
激和新鲜体验就有所收获。

对于“候鸟儿童”这样的特殊群

体，李家成提醒家长可以带他们看看自
己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用好城市里的博
物馆、科技馆，带孩子看看城市的交
通、人文等，这对孩子也是有帮助的。

暑假跟上学不同，没有严格的规定
和束缚，正是考验孩子自我管理的时
段，如何提高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李
一凡认为建立规则很重要。她曾经见过
一个孩子，暑假每天玩十几个小时的游
戏 ， 一 个 暑 假 近 视 度 数 涨 了 200。 她
说：“很多家长觉得要尊重孩子的天性，
要给孩子自由，不重视规则的建立。实
际上，规则跟自由并不冲突，建立规则
越早越好。”

李家成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
的人生负责，需要对每一天负责。他建

议一要建立家庭会议制度。在放假初期
甚至没有放假之前，家庭成员一起坐下
来讨论，把规矩做在前头。目标清晰，
各自责任清晰化。二要给孩子参照。同
伴群体的相互影响非常重要，无论是关
乎健康、安全，还是学科学习和探究，
如果孩子看到自己的同学做了有意义的
事情，参加了好玩的组织，他也会很有
动力，有利于巩固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

更重要的是家长的示范。家长自己
的学习生活有没有建立规则？是不是要
求上进？有没有在读书？有没有在学新
东西？“这是一个终身教育的时代，每个
人都要终身学习，不管是暑假还是平
时，家长的言行都是以身示范，是孩子
的自我教育和管理的榜样。”李家成说。

如何设计一份独特的家庭暑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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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若丰富生活若丰富 暑假不虚度暑假不虚度
本报记者 杨咏梅

龚元浩龚元浩 绘绘

李家成认为，如今的暑假有三方面的
“缺少”。第一，缺少玩伴。过去孩子们都
很容易成群结队玩耍，而现在孩子们想要
找到年龄相符又合适的玩伴比较困难。
第二，缺少老师的指导。老师也放假休
息，没有老师的介入和专业指导，两个月
的暑假时光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资源浪
费。第三，缺少学习意识。暑假也是一种
学习方式，也需要有一定的收获和结果。

该利用暑假补哪些“课”呢？李一凡
认为，暑假要回归生活，重视情境性，从抽
象的学习回到经验式体验式的学习。学
习不仅指学习知识，还要从做中学，学以
致用，在生活中理解知识、运用知识，使知
识服务于自我、服务于社会，“去博物馆或
者科技馆等体验式的学习，会让孩子的所
见所闻与自己学到的书本知识产生共鸣
和连接”。

李家成补充说：“除了生活场景体验
与各种文化知识的内在联系之外，假期的
资源非常丰富，比如跟家人一起游戏、与
伙伴交往、向长辈学习当地的方言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暑假也可以释放自己的兴
趣爱好，读自己喜欢的书；还可以行万里
路，任何课堂都替代不了天地，不管是乡
村的孩子到城市里来，还是城市的孩子回
老家，地域空间的转换会带给孩子认知、
情感和价值观的变化。”

有的家长认为孩子缺少社会公益体
验，所以暑假借机给孩子“补”社会公益活
动。李家成对此非常赞同：“国外对于孩
子参与社区服务是极其关注的，甚至有为
跨国公司服务、为国际组织筹款等活动，
值得我们学习参照。”

李家成指出，现在国内的义工组织也
非常发达，社会志愿者的服务非常丰富，

有的地方教师和家长合作起来，带领中学
生慰问老兵，关注留守儿童暑假的安全和
健康。“家长还可以在自己的小区里，联合
其他家长一起做公益活动。比如现在上
海最流行的是垃圾分类的公益指导，为他
人服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未来公民的基
本素养”。

现实生活中，不少家长因为各种原因
无法陪孩子，孩子的暑假有哪些资源可以
利用？李家成提出三个建议，一是把孩子
交给家里的老人，他们是孩子非常好的学
习伙伴。二是团队学习。对于留守儿童、

“候鸟儿童”，可以结成团队，共同做一些
设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一个团队委派
一位家长陪伴。三是借助相关的社会公
益组织。比如图书馆、阅览室，都可以成
为孩子暑假交往的空间，家长可以找到不
少这样的资源。

利用暑假的大块时间可以补哪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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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长达两个月，孩子生活咋安排的？是
处于自由放任、无人看管的散养状态，还是奔
波于各种辅导班、培训班之间，比上学还忙？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的暑假过得平安、快乐、
丰富、有意义，但要不要报辅导班？该补哪些
课？怎么和孩子一起设计暑假清单呢？

7 月 12 日，中国教育报家庭公开课“今
天，我们怎样做父母”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博
导、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教授李家成和北京
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一凡做客直播
间，探讨当今孩子暑假安排存在的问题，并对
家长如何利用社会公共资源提出了合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