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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参与，
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赋
予儿童的基本权利之一。从教育视角看，
是
指儿童要有机会了解更广大的社会生活事
实、获得丰富的阅历；要有机会获得多元和
均衡的生活经历；要有机会接触真实的自然
界和社会生活。也就是说，
关注的是儿童是
否有机会、以怎样的程度和宽度、以何种方
式去接触和经历周遭的生活。
今天儿童的生活内容几乎完全以学校
与学业为主题，娱乐、交往、社会实践较
少，与“能力”“视野”“素养”等发展目
标不相适应。而家长对子女教育越是焦
虑，儿童生活中由成人主导的结构性活动
就越多；家长的社会安全感越低，儿童的
生活环境就越小；家长购买的教育服务越
多，儿童的参与状况就越不理想。试问，
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参与机会的童年，
从小缺乏参与的一代人，在未来的全球竞
争中能否取胜？
学习是儿童生活的主要内容，学习之外
的参与很不充分。据中国儿童中心的调查
显示，
儿童校内外生活的主要内容皆被学习
占据，
现状令人担忧。从亲子沟通的内容来
看，中小学生中 48.4％每天都会跟父母谈论

上的父母会和儿童谈论学习问题，但 31.5%
的贡献即儿童参与。无论是表达意见的儿
的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谈论如何交友，33.6%
童参与，还是体验生活的儿童参与，都是新
的 父 母 从 来 不 和 孩 子 谈 论 自 己 的 工 作 ， 时代家长应该具备的认识与思想。
26.3%的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谈论如何用钱，
从知识认知上，了解不同年龄段、不同
38.6%的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谈论什么是爱， 个体儿童发展的特点，遵循规律。儿童参与
47.8%的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谈论生命和死
的落地与实践，要以儿童发展的规律为依
亡。这些缺失的话题，
恰恰对儿童的长远发
托，超出或不及儿童能力的参与，对儿童都
展、
自我保护和生命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会是一种伤害。特别对于幼小儿童而言，
儿童的校外参与很不充分。就人际交
“儿童的表达”
是隐性而多样的，
需要家长读
往而言，14.5％的中小学生从来没有和邻居
懂儿童的需求，创造对儿童友好、开放的家
说过话；就校外活动而言，68.3％的中小学
庭及周围环境，
使环境与儿童发展产生积极
生没有参加过校外主题活动，65.8％没有参
良好的连接和互动，
为儿童提供生活与经验
加过国内营地活动，87.2％没有参加过国外
的更多机会、
更大空间。
营地活动。
从方法和手段上，提供儿童可以充分参
儿童的公共参与渠道受局限。虽然儿
与的机会。家庭无处不课堂，
要避免把家庭
童在公共参与方面表现出兴趣和信心，
但是
做为学校教育、学科学习的延伸课堂，实现
仍有 26.7%的学生从来不看电视新闻，43.2%
家庭作为生活教育天然场所应有的价值，
实
的学生从来不看报纸新闻，28.8%的学生从
施礼仪、
德育、
劳动教育、
美育、食育、社会
来不看网络新闻。
教育等重要内容。同时，家长要在生活中
那么，
如何在家庭中发掘儿童参与的巨
真正尊重儿童的主体性、信任并培养儿童
大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儿童参与？
参与的能力，家庭事务中不要忘记征求孩
从思想观念上，认识和尊重儿童的参与
子的意见，听取孩子的想法；凡孩子力所
权利。家长要不断更新和构建科学的、
具有
能及的事，特别是自己的事让他自己做；
时代特点的儿童观，
要认识到儿童是一个有
同时，还要指导和示范给孩子如何帮助他
独立人格、有主动发展能力、有优先发展权
人、关心集体、关心国家。
益的人。儿童的健康和全面发展，
不仅需要
（作者系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部部
成人世界的保护和促进，
同样需要儿童自己
长、研究员）

父母回归常识
孩子向阳生长
实习生 王娟 本报记者 杨咏梅
近日，在北京举
行的木棉说“让孩子
向阳生长”主题演讲
活动中，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田
宏杰、资深药师冀连梅、儿科医生陈英等 8 位嘉
宾，从不同视角分享科学育儿的专业知识。
木棉说演讲是一个专注于女性成长和家庭教
育的公益演讲项目，邀请各行各业专家传递有价
值、有温度、有态度的知识理念，本次演讲活动
产生的门票收益已全部捐给陈香梅公益基金会。

读书会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被称
为“心灵捕手”，他的长篇小说
《变形的陶醉》 讲述一个女孩成
长过程中不可挽回的“变形”，
这个发生在上世纪初奥地利乡村
小镇的成长故事，对今天的父母
也是一场深刻的情感教育。

从单调生活奔向花花世界

故事主人公克里斯蒂娜的成
长环境很单纯，略受教育后从事
一份稳定的邮政员工作，无怨无
悔地照顾卧床的母亲；小镇上一
位本分的小学地理老师，用含蓄
张蔚
而热烈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追
求和对平凡日子的向往。然而，
克里斯蒂娜隐隐察觉到生活日复
一日的单调，青春在对日常支出
过分的精打细算中黯然神伤,重
复又低级的工作，则将本来就平
淡如水的生活压缩得面目可憎。
一封电报的到来，打破了寻
常而平庸的生活。克里斯蒂娜的
姨妈克拉拉年少时私奔离乡，于
美国发迹，如今要回欧洲度假，
邀请克里斯蒂娜同去。年老卧床
的妈妈眼睛放光：女儿一辈子的
机会来了！相较于妈妈的心情激
荡，善良的克里斯蒂娜考虑的是
谁来照顾病重的母亲。直到出发
前，她依旧怀着焦虑和愧疚。
抵达瑞士五星级度假酒店门
口的那一刻，克里斯蒂娜第一次
体验到自卑与惶恐。花花世界的
大门向她打开，她无法拒绝姨妈
送的华服穿在她身上后别人投来的目光，无法拒绝随之
而来发生的生活巨变：所有的上流人士开始向她打招
呼，年轻优渥的男子开始邀请她参加派对，尊贵的爵爷
想向她求婚，姨父送给她优厚的零花钱……“变形的陶
醉”之旅，仿佛让她的年轻与美丽重新勃发。
就在欢乐的顶点，另一个姑娘因为嫉妒克里斯蒂
娜，发现她对上流生活并不了解，便开始搜集证据证实
她并非贵族小姐，而是姨妈家的穷亲戚。于是，恶毒的
流言在度假村流传，令姨妈恐惧的是——自己费尽心思
成了体面人，而流言的发酵很有可能让她不光彩的私奔
历史浮出水面。惊慌之中，姨妈决定停止休假，让克里
斯蒂娜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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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孩子
营养均衡少生病

09

从哪里开启女孩的成长之旅

霍雨佳
学习，34.5％每天都由父母辅导学习；从
校外活动参与的内容来看，48.9％的中小
学生都参加了和学校考试内容密切相关的
补习班，小学生参加补习班的比例为
49.2% ， 初 中 生 为 51.7% ， 高 中 生 为
45.9%。可见，学习已经成为中小学生全部
生活的主要内容，许多儿童是在孤独而忙
碌的学习中度过自己的童年。
儿童参与受时间、空间等条件的限
制。调查结果表明，超过一半的中小学生
放学后几乎没有和朋友玩耍的时间，即使
有机会和朋友玩耍，每次玩耍的时间都在
1 小时以内。另外，中小学生花费大量时
间处理家庭作业，近 30%的小学生要花 2
个小时以上，15.7%的初中生要花 3 小时及
以上，高达 41.2%的高中生要花 3 小时以
上。
除时间之外，儿童参与的空间也受到
诸多限制。以社区参与为例，目前中国社
区还缺乏专门针对儿童的机制和平台，多
数儿童不知道有居委会这个组织，更不了
解居委会的具体职能。在社区中，儿童并
未被作为一个有独特需求和眼光的行动主
体来看待。儿童虽然生活在社区中，实际
上却是被社区边缘化的群体。
儿童参与的一些重要议题被忽略。在
家庭参与方面，亲子沟通话题单一。9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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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中发掘儿童参与的巨大价值
家教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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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遇到挫折和伤害怎么办

在 30 多年的临床工作中，北京新世纪妇儿医
院儿科门急诊主任陈英经常被家长问：孩子为何
家长都希望孩子一生健康平顺，可
家长这样做了孩子仍然做得不够
总生病，是营养不够，微量元素缺乏，还是免疫力
孩子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心理
好，又该怎么办？田宏杰建议家长把关
问题？怎么养一个少生病的孩子？陈英现场分享
学博士田宏杰形象地举例说：
“ 每个人都
注点从结果成功与否，拉回到孩子跨越
了 6 大秘籍，其中特别强调孩子科学运动和合理
像一座冰山，冰山上面外显的是行为及情
挫折时的努力与过程，“在过程中找到坚
饮食的重要性。
绪，水面以下看不见的是心理需求。要帮
强的力量、智慧与方法，孩子就会变得
她说，家长全年都要多带孩子到户外活动， 助孩子在挫折中成长，就需要家长看到孩
越来越强大，成为最好的自己”
。
运动的时长和强度要循序渐进。这样不仅可以增
子行为和情绪背后的心理需求。
”
针对近期儿童遭受性侵害的社会热
强体能，还可以辅助消化，增加食欲，有助于孩
田宏杰分享了女儿刚上学时学英语
点，专注于儿童性启蒙课程的心理咨询
子心情愉快。在饮食方面，建议尽量居家饮食， 遇 到 困 难 ， 很 沮 丧 地 说 自 己 “ 讨 厌 英
师宫学萍认为，遭受性侵是童年的大不
常态饮食，粗茶淡饭对孩子身体状况最佳，晚餐
语 ”，“ 这 时 候 不 要 急 于 宽 慰 孩 子 ， 说
幸，对孩子身心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孩
不宜过多。
‘别沮丧’‘你很棒’之类的话，应该看
子长大后会有不安全感以及很强的自我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也强调，食谱是
到与沮丧一起被压抑的，还有无能感和
归咎，会认为“我是残缺的，我是不完
死的，人是活的。在家给孩子做好吃的，不用严
力量感，孩子这时的心理需求是‘我真的
整的”。而实际遭受性侵的儿童数量远比
格遵守食谱，做到食物多样，选择营养密度更高
好想把英语学会，达到老师的要求’。”田
被公开报道的要多，按照业内标准，只
的食物即可。
宏杰提醒说，如果孩子多次尝试仍然做不
要成年人将自己的性器官呈现在儿童面
另外，顾中一还建议家长要多关注膳食结
到，可能会产生习得性无助，简单的加油
前，碰触孩子的身体部位，就是性侵，
构，尽量选择低盐饮食，多吃蔬菜水果，不要吃
打气没有用，家长要看到孩子的难处在
就会对孩子造成创伤。
高糖、低铁钙、油炸食品、含饱和脂肪的食品。 哪儿，帮孩子找到有用的方法，降低难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进行性教
由于孩子发育快，建议每隔半个月记录一下孩子
度，逐步克服困难。
育？宫学萍建议父母一是要成为孩子百
的身高体重，“当孩子出现典型的营养缺乏信号
时，比如牙龈出血，可能是维生素 C 缺乏，就要
及时关注”，还要及时预防出现贫血、维生素缺
乏、肥胖等，
“孩子是高代谢机体，怕热不怕冷，一定要
恰当衣着，不要给孩子穿得过多，不要让孩子在
到底什么是孩子的价值？人的价值
习，应该在生活中给予孩子更多的天
穿多穿少之间过度变化。”陈英还呼吁家长要让
由何而来？如何帮助孩子找到他的价
地，为其创造体现价值的机会。父母应
孩子有一些无忧无虑的时间，“有些孩子因压力
值？李玫瑾从“影响力”
“ 贡献”
“ 个人标
该观察孩子的兴趣与专注点，扩展孩子的
大会把焦虑、紧张、不良情绪隐藏在内心深处， 价”三个方面解读人的价值，建议父母要
涉猎领域，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
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
引导孩子明白自己的价值是“别人因你的
特别是孩子接近成年时，我们只给孩子做
孩子生病后该如何安全有效地用药？用中国
存在而受益”。李玫瑾说：
“ 价值小可报
参谋，
把选择权交给他自己”
。
协和医科大学药学硕士、曾任北京和睦家康复医
恩，大可报国；价值不在大小，关键在于能
关于陪伴孩子成长的重要性，李玫
院药房主任的冀连梅说，全世界因用药错误产生
否知道自己的价值；价值不在挣钱多少，
瑾建议父母要努力探索“导师”的角
的相关花费每年高达 420 亿美元，英国平均 35
关键在于能否被人发现与认可；价值不在
色，通过亲自抚养，带孩子进入各种
秒产生一份与医疗伤害相关的事故报告。因此， 远近，关键在于彼此能否相互需要。价值 “社会圈”，接触不同的人，指导孩子为
类型不同，价值也不只体现在一时一事，
人处世。李玫瑾提到，言语是一个人社
她建议家长不要凭借自己的一知半解给孩子用
价值可以在努力中有增有减。
”
会发展的根本基础，父母要多和孩子聊
药，应该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用药问
分析人的价值来源时，李玫瑾指出
天，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要告诉孩子
题交给专业的医生或药师来做。
一是先天遗传，二是后天养成。先天遗
如何与社会打交道，帮助孩子认识到自
“有统计数据表明，80%的国人用药之前不
传是智力与特殊能力，后天养成最重要
身的价值，根据孩子的性格，引导他选
看说明书，所以才会经常发生把高锰酸钾外用片
的是技能、行为和性格。李玫瑾特别强
择适合的职业”。她建议家长放平心态，
口服的用药伤害事件。”冀连梅举例说，作为专
调家长要注重培养孩子吃苦耐劳、心胸
以引导与尊重为中心，而不是以包办与
业的药师，要想彻底明白抗生素的知识，需要学
大气、宽容平和、不斤斤计较等性格。
管制为中心，给孩子阳光与空间。
的专业知识都很多，“家长要做的是学会看药品
如何帮助孩子寻找到他的价值？李
在亲自抚养孩子方面，知名美食达人
说明书，学会理解抗生素等于抗菌药物，不等于
玫瑾坦言，目前的学习几乎都是课堂学
文怡因为养育两个男孩自嘲处于“生育鄙
消炎药，从而避免滥用抗生素”
。

分之百信任的对象，二是最好能主动对
孩子进行系统的性教育。“引导孩子认
识身体、了解性知识，是认识世界、了
解世界的一部分。当孩子对身体产生好
奇，想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时候，
家长应该不着急、不逃避，真诚且诚实
地回答孩子的问题，努力打破性教育的
各种‘不可说’”
。
为什么有的孩子遇到挫折、遭遇伤
害时不敢跟父母说？宫学萍认为，如果
孩子一提问就从父母那里得到指责和埋
怨，而不是理解和帮助，孩子遇到事儿就
不会百分之百地信任父母。
“ 即使父母不
知道如何回答孩子关于性方面的问题，也
不妨把你的谨慎呈现在孩子面前，鼓励肯
定孩子提问，并陪孩子一起查找答案。父
母有责任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
任何的闪躲、躲避和欺骗，都会让孩子
逐渐失去向父母求助的信心。
”

如何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价值
视链”末端，但因为孩子们有一个负责任
的好爸爸，文怡深刻体会了父亲育儿的重
要性。
如何培养一个乐于参与育儿的负责
任的好爸爸？文怡说，男人进入父亲的
角色比较慢，妈妈要给予新爸爸适应的
时间，没必要在产后身体和情绪都不稳
定的时候产生家庭纠纷，否则真的就成
为“丧偶式育儿”了。“妈妈既要放心又
要放手，让爸爸参与到育儿中来，爸爸
参与越多，成就感和责任感也会越强”
。
具体做法上，文怡建议妈妈们不要剥
夺爸爸照顾孩子的权利，在孩子面前不妨
多示弱、在老公面前不妨多“装傻”，自己
做得越少，老公就会做得越多，在带孩子
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妈妈的不容易，体会
到孩子对他的依赖。
“ 笨妈妈是培养好爸
爸的天梯，好爸爸都是夸出来的，如果爸
爸不够好，说明妈妈夸的力度不够大、不
够及时、不够具体。
”

激荡的圆舞曲突然按下了终止符。这次度假仿佛打
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所有脱缰的欲望，却独独关上
了希望之门。现实的落差让克里斯蒂娜心灵失衡落入万
丈深渊。面对母亲的去世，她很麻木；面对亲戚的来
访，她厌烦那股穷酸气；曾在邮局里兢兢业业工作的
她，换了一副和人吵架的嘴脸；小学老师的追求也让她
感受到莫名的厌恶。
比怨天尤人的绝望更可怕的，是在慌不择路逃离
现实的时候，握住了一根错误的救命稻草。此时她认
识了一个男青年，两人惺惺相惜且一见如故，却很快
发现彼此的感情对生活的改善于事无补，从独自绝望
到双双深陷泥沼，正当两人约定一起放弃生命时，男
青年发现了邮局让女孩保管的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在
他的蛊惑下，他们决定制订周密的计划，把钱拿走，亡
命天涯……
小说至此戛然而止。不难想象他们后来的日子，要
么在监狱度过，要么在流浪中困顿，总之一定与幸福安
宁无缘。小说自然是传奇，人生的陡变却真实。
克里斯蒂娜的命运，让我不由想起许多女孩的成
长。在生活中我们常听说，有的女孩遇人不淑却不自
知，有的孩子遭遇突发事件后就性格大变，有的孩子离
开父母就像脱缰的野马般不计后果……这些现象让我们
不得不思考，我们该如何养育孩子？
当下也有不少流行的教育观念，如女孩要富养，要
给予丰富的物质条件，别让一顿大餐就蒙了眼。后来还
有人更进一步提出要贵养，在物质条件基础上要培养贵
气，别让女孩被“大尾巴狼”用点花式手段就哄走。
然而，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两种养育观念都是伪命
题，是短视的父母爱子心切的美好幻想，实际上都不足
以给予孩子与真实世界相对的力量。

富养、贵养不如慧养
富养，会让父母背负过重的经济压力，挑战父母的
经济上限，是物质社会刺激下不长远、不正常的反应。
更糟糕的是，富养的教养理念甚至在暗示所有父母，如
果你不够富有，你不仅教育不好自己的孩子，还不能够
护她周全。实际上，富有永远没有标准，教育从来不是
用钱堆出来的成果。
贵养也有局限性，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教育的根
本出发，培养目标还局限在对“贵族社会”的幼稚幻
想，以及从技艺层面让孩子看起来优于常人。遗憾的
是，类似药家鑫这样的孩子，就是贵养而不得法的极端
典型。
基于以上思考，我想倡导慧养，用真正的智慧养育
孩子，父母和孩子共同成长，共赴一场灵魂的旅行与智
慧的修炼。孩子有权知道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她的
世界应该足够丰富、美好和真实，这种立体的认知会让
孩子更强大。在这场灵魂的旅行中，父母应学着在变动
不居的世界里有一颗现世安稳、积极创造并自足圆满的
心，让自己和孩子过上富足的精神生活，拥有“绝不会
灵魂入不敷出”的人生。
智慧的父母不会一味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而是适
时适度地让孩子意识并承认父母的有限性。承认自己有
限是有难度的，父母要有节度、知界限，在点滴的熏陶
中让孩子知道现实与幻想的边界，孩子就不会沉迷在自
以为是、自我幻想的陶醉中。
孩子的成长漫长而又琐碎，茨威格笔下的“变形的
陶醉”离今天既远又近。愿为人父母者多一些发自教育
原点的思考，帮助孩子的成长“变形记”多一些春风沉
醉的美好，少一些触目惊心的破碎。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