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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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7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
次会议 9 月 17 日下午表决
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的决定，授予于漪“人民
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
子学做教师”的于漪，90
岁高龄依然活跃在三尺讲
台，是语文界的“超级明
星”和“不老传奇”。2018
年 12 月 18 日为庆祝改革开
放 40 周年，党中央、国务
院授予她“改革先锋”称
号。两次国家至高荣誉加
身，相隔不过9个月。

于漪说，教育就是教书
育人，教书是手段，育人才
是目的。所以，在近 70 年
的教师生涯中，她善治各种

“不可能”，渡人无数、桃李
万千。她说，我们要有中国
立场，又要有国际视野。所
以，她一直开拓创新，许多
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
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
展作出突出贡献。

其实，于漪不仅是新时
代基础教育改革领域的奉献
者、开创者、引领者，在家
庭教育方面，她也有独到的
见解。她不讲高深理论、艰
涩道理，回忆起父母和家风
时，于漪朴素真诚的家教理
念就像一股清泉，荡涤着我
们浮躁的心灵，引人深思。

一个温暖的午后，笔者
与李镇西、高万祥老师一起拜访了于漪老师，听她
聊起少年时代，聊起家庭教育。

于漪的少年时代正值日本侵略中国、兵荒马乱
之际，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父亲做点儿小生意，母
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家里有5个孩子，一家人艰
难度日。

于漪 14 岁时，父亲不幸因病去世，一家的收
入来源由此中断，抚养子女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身
上，艰辛可想而知。即使生活如此艰难，但长女于
漪成就卓然；大弟是浙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二弟
也是教授，曾任北大副校长；小弟在中科院工作，
是两院院士；小妹是浙大教授，曾任浙江省科技厅
副厅长。姐弟 5 人相继成为各个领域的出色人才，
令人感佩不已。

之后的交谈中又了解到，于漪老师一家三代六
口全都是教育工作者。爱人离休前是复旦大学历史
系教授，儿子任某中学副校长，儿媳退休前任职于
复旦大学物理系，孙女任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
科研员，孙女婿是上海市市北中学教师。

是什么独门的家庭教育良方，成就了一门翘
楚、三代英才？

于漪回答说：“其实我父母并不懂得什么家庭
教育的理论，就是做好人，我们跟着学。我母亲也
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常告诉我们两点：第一，要善
良；第二，要忍让，多想着别人。她自己也是这么
做的。其实，家庭教育就是家长做好自己，给孩子
示范。就这么简单！”

家庭教育就是家长做好自己，好家风就是父母
给孩子示范——多么朴素的真理。现实中，很多家
长以爱的名义逼迫孩子要这样、要那样，但同样的
要求到了自己身上，却都成了“例外”。比如有的
家长要求孩子不要玩手机，去学习，他自己却手机
不离手；有的家长教孩子要遵守交通规则，他自己
却闯红灯；更多的家长说，孩子你要努力读书，爸
爸妈妈的理想都寄托在你身上，却忘记了理想要靠
自己去奋斗⋯⋯

笔者在家庭教育领域耕作多年，看过太多的家
长将“力”用错了地方，不仅没有拉近亲子间的距
离，反而是施力越大，孩子的反作用力也越大。

做父母的，都想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但有些家
长舍弃温馨的陪伴时光，拼命工作，为孩子提供优
渥的家境，却不知家境只代表着你“有什么”，却
无法代表你“是什么”；有些家长奔走在各大家庭
讲座和专家论坛之间，记录着一条条“独门秘诀”

“家教箴言”，生活中仍然用“吼”“唬”的方式教
育孩子，却不知让孩子“听话”的第一秘诀就是尊
重儿童，将孩子当作独立的权利主体；有些家长不
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经商量就给孩子报了
七八门补习班，美其名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却不知孩子真正的人生起跑线就是父母自己，孩子
不是按照家长的期望，而是按照家长的样子成长
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于漪的母亲用她的实际行动给了孩子最好的
家庭教育，于漪也以身作则为家人做表率，成就了
一个家族，影响了万千桃李。

这不禁让笔者想起近代史上堪称“中国最精英
的家庭”——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家庭。梁启
超有9个子女，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是院
士，其他子女是经济学家、诗词研究专家、图书馆
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全国政协委员、参加过新
四军的老革命⋯⋯号称“一门三院士，满庭皆才
俊”。

不管是于漪，还是梁启超，都是身体力行做最
好的自己。这样，弟妹和子女便在现实中读到一部
丰盛美好的“无字书”，按照这个样子成长、进
取。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优良的家风传承
下来，便成了最好的“家庭不动产”。这，大概就
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吧！

（作者单位：上海家培教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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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重要还是父亲重要？父母重要还是
老师重要？圈养好还是散养好？好孩子是夸
出来还是打出来的？⋯⋯这些貌似对立的选
择，不仅让父母不知所措，还不时引起专家
之间的争吵。

上述角色偏见和理念偏见，应该说是家
庭教育领域的两大难题。如果我们能透过教
育行为，关注孩子是否获得了成长必需的教
育要素，就能看到上述对立的双方往往有着
不同的价值。

父母们面对《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好爸
爸胜过好老师》《一个好爸爸胜过 100 个好校
长》 等图书，总是满脸困惑，就像人们讨论
营养问题时不知道到底是胡萝卜重要还是菠
菜重要。

强调父母都不能缺位家庭教育时，学者
们往往会谈到父母自身不同的性格特征，以
及父母分别为孩子提供了宏观与微观、粗与
细、远与近、外与内、推与拉、刚与柔、动
与静、攻与守、放手与照顾等不同属性的影
响。如果父母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为什么
有的单亲家庭也培养出了健康出色的孩子呢？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大量父母都不缺
位却在教育上非常失败的家庭，有的甚至造

成孩子伤痕累累、痛不欲生。比如豆瓣网上
的“父母皆祸害”小组里数以十万计的“80
后”“90 后”，自称在原生家庭里受到了严重
的伤害，其中一半以上都是成长过程中由父
母双亲共同养育的。

在教育理念上，穷养还是富养，重成绩还
是重能力，重知识还是重体验，重刻苦还是重
快乐，重批评还是重赏识，重说教还是重引导，
重言传还是重身教⋯⋯很多父母通过不同甚
至貌似冲突的路径，都有成功的案例和教育的
效果，更让父母和学者们大为不解。

面对上述这些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非此
即彼、非得二选一吗？

联想到在营养学领域，人们透过具体的
食物看到其内含的营养要素，从而大大促进
对健康和疾病的干预和管理。这种分解食物
要素，进而在更加微观和本质上看待问题的
思维方式，在家庭教育领域能否借鉴呢？

1616年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给人类带
来了“分解”的哲学观念。1759年，英国海军军
医林德发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含有可预防坏血
病的物质。1932 年美国科学家 King 和 Waugh
从柠檬汁中分离出这种物质，即维生素C。

就这样，通过分解观念的出现和不断探
索，营养学发现，维持正常生命活动所必需
摄入的营养要素包括蛋白质、脂质、碳水化
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水和纤维素等七大

类。从此，人们看到的不再是胡萝卜和西兰
花，而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以及两种维
生素的不同的作用。

回到前面的教育选择问题，父母的关爱，
安全感，顺利度过敏感期，课堂效率和同学关
系，父母的理解和关怀，及时的肯定和鼓励，适
当的挫折、批评等，都是孩子成长所需的教育
要素。并非某个施教者（父母或老师等）不可
缺少，而是很多教育要素不可缺少。对孩子而
言，只要得到了必需的教育要素，孩子在这方
面的成长就会顺利完成。

从家庭教育要素的视角看父母在教育中
的分工，原来孩子需要的，表面上是父母，本质
上却是父母行为背后的教育要素；这些教育要
素对孩子的作用不同，却都是必需的。

也就是说，如果妈妈能够为孩子提供两
方面的教育要素，那么即使爸爸暂时缺席，
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相反，即使父母
都在位，但是为孩子提供的教育要素不全
面，孩子也会“营养不良”。

在获得方式上，同一要素具有多来源性和
可替代性，如原本父亲提供的要素可以由舅
舅、干爹、老师替代提供。不可缺少的实际上
是教育要素，而不是提供教育要素的施教者。

透过“家庭教育要素论”去看诸多二选
一的教育难题，会发现以前相互冲突的教育
路径和方法，其实是二者共存、各有价值，

父母可以根据孩子自身特点和成长阶段，按
需科学地选择。

资料显示，1992 年美国发表了膳食指南
和膳食指导“金字塔”，系统指引人们摄入营
养要素的数量和比例。再有，维生素足量即
可，并非多多益善。大剂量服用维生素 C，
可能刺激胃黏膜出血。饮食过量会引起血糖
升高等。同理，家庭教育也需要多种要素的
搭配，也需要“营养”平衡，某些要素过度
了也可能有害。

家庭教育过程中，由于时间有限和业余
学习，家长难免以点带面、盲人摸象，甚至
人云亦云、僵化模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所用方法有时灵有时不灵、人家灵自己不
灵。而认识到家庭教育要素的多元性，就可
以把家长从固定教育路径中解放出来，树立
全局观，把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合理地分配
到为孩子提供不同而多样化的教育要素上。

如此看来，原本有角色对立和理念对立
的父母和专家，完全可以在“家庭教育要
素”这个层面上相容共存，就像盲人摸象的
两个人各自把握了真理的一部分而最终走向
共识一样，持对立观点的专家学者们不妨偃
旗息鼓，互通有无，用营养学的视角审视教
育工作，在家庭教育要素论的框架下，广泛
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中亲联教育科技研究院院长）

分解教育行为分解教育行为 看清教育要素看清教育要素
王占郡

近年来，积极心理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家
庭教育语境中，如何帮助孩子获得乐观、善
良、感恩、毅力、合作、专注力、自控力等积

极心理品质，养成好性格，保持积极情绪的优势，成为很多父母关心的问题。
本期家庭教育系列公开课“今天，我们怎样做父母”，请来了吉林大学哲学

社会学院心理学教授、国务院儿童教育工作智库专家李兆良，天津市家庭教育研
究会秘书长、天津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陈秀茹，为家长解读什么是积极家庭
教育。

李兆良介绍说，积极家庭教育是积极
心理学在家庭教育领域中的应用，目的就
是培养孩子的积极心理品质。

积极心理学起源于上世纪末的美国，
李兆良认为中国有积极教育的基因，“以孔
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就有注重人际
关系，倡导智慧、好的品质和责任感的观
点，所以积极教育有本土化的土壤，清华
附小、江阴中学等几百所开展积极教育的
学校，成效都很好”。

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时，陈秀茹碰
到过各种各样的案例，她一眼就能看出哪
些家庭里实践的不是积极教育，“最明显的
表现，就是孩子出了问题，家长认为责任
都在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身上，没有他自
己的问题”。陈秀茹认为：“积极教育不是
逃避责任、回避问题，而是面对、接纳孩
子，帮助孩子分析原因，找对原因后再想
办法，而不是直接讨论方法。很多问题是
如何把孩子心灯点亮，所谓名师指路、不
如自己开悟。”

家长勇敢承担问题，孩子形成责任意
识，孩子内在的“发动机”才会加足马力运转

起来。李兆良举例说，他研究过一个考上清
华大学的学生，发现那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有
责任意识，知道“学习是自己的事，只有从小
对自己的学业负责，长大才能对他人负责”，
所以学习的事从来不用家长操心。

陈秀茹在工作中遇到过抛却父母教育
责任，忽略孩子内在动机的反面案例：一
个孩子网瘾厌学，父母只是一味反对而不
反思，把孩子送到“行走学校”强行戒除
网瘾。孩子在“行走学校”被电击之类的
惩戒教育的方式管教了一年多，回来后回
归正常学校，却不到一个月就辍学了。“我
们的家长把孩子送给了别人，让别人来教
育，忽略了家里的正能量。家长没改变，
环境没改变，孩子回来后问题依然存在。”
陈秀茹说。归根结底，孩子心灯没有被点
亮，外力无法发挥作用。

李兆良认为：“教育不能强迫、逼迫，
只能遵循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满足需
求，引发成长的内在动机。”积极心理学就
是挖掘孩子的潜能，点亮孩子的心灯，激
发出孩子积极的内在动力，让孩子努力成
为对自己负责任的人。

挖掘孩子潜能 点亮孩子心灯

很多家长特别看重学业成绩，一着急
就给孩子报补习班，试图不断用知识把孩
子大脑这个“篮子”装满，发现孩子成绩
出问题就抓狂。而秉持积极教育理念的父
母则着眼于长远，倾向于认为孩子的问题
是暂时的，因此会帮助孩子发现问题，找
原因想办法，培养孩子积极的心理品质，
不断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让孩子爱学
习、会学习、能学习。

李兆良认为家庭教育要品格与学业并
重，而积极心理品质能促进孩子的学业提
升。“如果孩子拥有自控力、专注力、希望
感、自信心、主动性、乐观的精神，在学
习方面就有目标、有动力，遇到问题也有
心理韧性和耐受挫折的能力”。

“孩子经过努力获得成功，成就感带来
的愉快体验，这就是积极情绪体验。”李兆
良说，“积极情绪扩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
情绪体验可以扩展各种认知能力、思维
力、想象力。孩子具备这些品质，学习想
不好都难。”两位嘉宾一致认为，积极心理
品质就像树的根须，根须健康、发达并且
扎得深，学业成绩就是自然而然的果实。

陈秀茹遇到过一个孩子沉迷网络的案
例，孩子常驻网吧不回家，父母阻止不
了。妈妈就想办法学会玩游戏，和孩子组
队联网游戏，进入游戏角色，亲身体会孩
子在游戏中到底有什么目的和收获。有了
共同话题后，孩子开始对妈妈说心里话，
也慢慢开始回家，亲子关系慢慢破冰、好
转。后来孩子考上了高中，大学上了二
本，妈妈至今仍然坚持继续学习，和孩子
同步成长。

“了解孩子网瘾背后内心真实的需求，
积极学习，先改变自己，就是找对了方
法。”陈秀茹评价说，“积极教育弘扬的是
家庭教育的正能量，这个妈妈堪称典型的
积极教育楷模。”

如何拥有自控力、专注力、主动性？
如何在学习上有目标、有动力？如何拥有
心理韧性和抗受力？李兆良认为讲千遍不
如去行动，父母要示范的是用积极的方式
解决问题，“父母养成积极思维，鼓励孩子
迎接挑战，努力寻找证据支撑和论证自己
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学会积极思
维”。

培养积极品质 促进学业提升

亲子沟通时，重要的不是父母说了什么，而
是孩子感受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从本质上
说，亲子沟通不是说教，而是改变行动。最重要
的也是最难的，是父母真正意识到要改变自己，
改变对孩子的教养方式。

两位嘉宾都认为首先家长要做好自己的情
绪管理，再去处理孩子的问题。陈秀茹说：“急、
爱面子、怕，这三点容易导致家长失态甚至变
态。”李兆良提醒说：“家长要有好的教育心态。
心态变则状态变，状态变则行为变，教育结果就
变。”本该是亲子之间的双向沟通，不要变成家长
单向的情绪发泄，导致沟通失败。

李兆良举了一个常见的例子：孩子委屈地哭
了，有的家长立刻安慰、哄劝，有的家长马上说
教、指责，“有什么好哭的，这么不坚强！”李兆良
认为这两种反应都不妥，应该陪伴在孩子身边，
用共情的方式接纳、认同孩子的情绪，与孩子产
生共鸣、同频，然后再指导和引导，教育才有效
果。陈秀茹则进一步指出：“哄劝或制止，反映的
是家长自己内心的需求，考虑的是大人的面子而
不是孩子的感受。这样打着爱孩子旗号的沟通，
常常带给孩子的反而是伤害。”

都说性格即命运，如何养育具备性格优势的
孩子呢？陈秀茹眼中的好性格就是“热爱生活，
助人为乐，积极上进，遇到问题时能调整自己的
情绪”。李兆良则以美国前总统林肯为例，指出
林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他永不言败的性格优
势，和他母亲的积极家庭教育。两位嘉宾都特别
强调“感恩”这种积极的心理品质。陈秀茹认为
懂得感恩的人会更加积极进取，李兆良认为感恩
会让人心存敬畏。他提到了清华附小感恩教育
的做法：设感恩墙，教孩子思考感恩的事、写感恩
日记、付出感恩行动等。

李兆良建议父母要学会积极归因，凡事换个
角度看，学会积极赋义。比如孩子沉迷游戏，
显然是孩子欠缺自我管理控制能力。李兆良
说：“如果用积极赋义来解释，这个孩子做事情
有专注力，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时，目标明确、
反应灵敏、最佳匹配、物我两忘、酣畅淋漓，
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李兆良认为，孩子通过
游戏调动内驱力获得成就和愉悦的能力，完全
可以迁移到学习中。

很多家庭教育问题跟父母不善于亲子沟通
有关，李兆良提醒父母要用“非批判性回应”
的态度，有品质、及时、具体地进行积极语言
沟通。陈秀茹说，“孩子是读心而不是读嘴的，
表扬孩子要真诚，鼓励要及时、具体，比如说

“你今天非常努力地做了两个小时作业”，就比
简单地夸“你真棒”更能鼓励到孩子。

李兆良提醒家长避免不回应或者无关回
应——“没看我忙吗”是不回应，“行，行！
我知道了，快学习吧”是无关回应。李兆良表
示：“亲子沟通重在互动，互动次数越多越好。
以共情式谈话讨论开放式问题，不给答案、不
贴标签、不给结论。”谈到如何“共情”时，李
兆良说，“共情不是同情、不是同意、不是模仿
对方说话，而是高级形式的换位思考，有四个
层面：描述事实，不评价；用“情感词”表达
对方的情绪感受；提起反思，不是指责批评；
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措施。

现实中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但运用成长性思
维进行积极教育往往能找到更好的方法。陈秀
茹说：“要相信孩子的力量，有时候父母讲得太多
了，应该让孩子多体验、感悟。什么叫教育？教
是一方面，育就是让孩子有机会实践、体验、经
历、感悟。”

积极亲子沟通，成就性格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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