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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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生活格言 我的人生信条
边玉芳

“认真预习、专心听讲、勤奋学习、理
解记忆、熟能生巧、举一反三”，这是老
师、家长经常反复叮嘱的学习法宝，但
是，很多优秀学生之所以学习效率很
高，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这 6 个学习的

“谎言”。

粗略预习无实效 只听不
想效率低

经常听学生对我抱怨：“老师天天
要我们预习，为什么我预习了上课照样
听不懂？”原来，绝大多数学生并没有
得到如何预习的有效指导，或者粗略地
看一下课本，或者画画重点，这样的预
习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用处。

优秀学生找到了整体预习、周预习与
课前预习的规律。整体预习，即开学前将
一学期或一学年的知识内容粗略看一遍，
了解知识的整体框架，记录学习的重点与难
点，做到心中有数；周预习，即先看一遍下周
要学习的知识，了解会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以便上课时对症下药；课前预习，梳理新课
的知识点，认真“温故”，消灭“拦路虎”。

至于专心听讲，据我观察，很多优
秀学生在课堂上只有5—15分钟时间在
认真听讲。集体教学的课堂上，老师主
要讲多数学生尚未掌握的内容，成绩好
的学生就会觉得无聊。况且，永远跟着
老师节奏走的被动学习方式，往往导致
学生成绩老在中游徘徊。一个很优秀的
学生初中认真听讲了3年，结果没考上
目标高中。后来他改变了学习方法，带
着问题听讲，考进了年级前10名。

要求专心听讲，是把学生的大脑当
成留声机，而不是会思维的工具。正确
的听讲方式应该是边听讲、边思考。比
如老师讲某个概念时，一要思考以前学
过的知识中相关的内容，找到共同点和
联系；二要思考这个概念的关键词是什
么，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三要
思考这个概念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可
以应用来解决哪些问题。老师讲习题
时，学生要思考这个题目还有没有其他
解决方案，比较老师讲的解决方案与自
己思考的方案的差异，这个题目可不可
以变成其他题目来。这样带着问题听
讲，上课效率一定高。

勤奋未必成绩好 理解未必记得牢

有的学生学习时间和效果完全不成正比，陷入了越努力越
差劲、越没信心、越不想学的死循环。如果搞不清学习成绩不
好的原因，一味强调勤奋学习，往往事与愿违。

有个二年级的男孩，怎么努力学习都考不到满分。与孩子
交流后，我发现不是孩子不够勤奋、不够专心，而是因为性格
急躁、不细心，导致错误率较高。于是，我建议家长让孩子自
己选择：若保证正确率，可以取消额外布置的作业；若正确率
不高，则适当给予处罚。孩子当然会选择仔细完成作业，结果
不到一个月成绩就提高了。很多男孩成绩不好，不是不努力，
而是因为过于急躁。如果老师或家长为了帮助他们学习进步，
布置过多的作业，孩子会更急躁，错误率更高。

有个初二的孩子，考试成绩总是在60分徘徊。我跟孩子一起
分析试卷，从失误、错误、不会做这3个方面总结丢分原因，结果发现
失误丢了10分、错误丢了15分、不会做丢了15分。我告诉他：“咱
们把失误丢的分捡回来，再通过题目变化把错误丢的分抓回来，就
85分了，就离优秀学生不远了，不用勤奋学习就能提高学习成绩。”
孩子一听就开始有了自信，后来考试成绩提高到了70多分。

有个学生翻开初中语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问我：“老师，
您能理解这篇文章吗？您理解的话可否把这篇文章背出来？”
这个学生想说的是，理解未必记得住。当然，理解确实有助于
记忆，但只是短暂记忆，更有效的应该是结构记忆。比如学习
一个概念、一个知识点时，首先要找到其中的关键词，思考如
何用关键词表达和解释出来。课本的概念讲究逻辑、科学、严
谨，但往往很难记忆。实践证明，让学生找出关键词、整理思
维导图，构建知识结构图，使知识结构化、系统化、逻辑化和
综合化，远比杂乱无章的记忆效果要好。

熟能生巧有误区 举一反三成空谈

因为不少家长笃信熟能生巧，尽管学校强调要减负，但题
海战术仍大行其道，学生负担越来越重。有个每天晚上 10 点
准时睡觉的优秀学生，说自己平时是用“脑袋做作业”，拿到
题先看会不会做，会做就空过看下一道题。因此他做的题很
少，但每一类型的题都思考得很透彻。这个少做题、精做题的
学生告诉我，“熟能生巧”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我的孩子进入高一后，数学成绩曾倒数第一，原因就是作业
过多，孩子难以完成，保证不了休息。后来，我为孩子主动减负：
做一三五题，抄二四六题，要求“认真抄，抄明白”。半学期后，孩
子的成绩变为中游。看来，碰到布置作业过多的老师时，家长不
妨引导孩子认真抄作业，实践证明能抄出时间、抄出健康、抄出
信心、抄出方法、抄出智慧来，当然也会抄出好成绩。

因此，作业并非越多越好。老师应从每个类型的题目中精选
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避免过量的机械重复练习；学生应在保证练
习的速度和效度的前提下，学会用“脑袋”做题——想解题思路，而
不是用“手”做题——每道题都计算出结果来。做题过程中，可尝
试建立方法结构图，使解题方法更加系统，比多刷题的效果更好。

举一反三，虽然是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方法，但课堂教学
要求容量、进度、密度，课后又有大量习题需要学生完成，绝
大多数学生难以做到。

做到举一反三，必须减少作业，做作业时还要做到 5 个
“不”：不认真回忆课堂内容前不动笔做作业，没有形成完整解
题方案前不动笔做作业，作业过程中不允许翻阅课本或教科
书，做完一题后没有总结解题规律不做下一题，不把做完的题
变成5个以上类型不做下一题。

做到举一反三，意味着要学会一题多变，甚至自己模拟编
题。变的规律不外乎4个：变要素，变情境，变结构，变结果。文
科习题改编一是情境变化，二是因果对调，三是要素增减，四是
分解合成。理科习题改编还要增加 3 条：变换数字、数图互换、
数变字母。当学生真正会改题编题时，成绩一定差不了。

（作者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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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家庭教育质量，需要政府的支持
和全民的努力。其中，师范院校的教育指
导作用不容忽视，在高师院校增设“家庭教
育指导”课程，势在必行。

家庭教育指导，宗旨在于为家庭教育
提供正确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
帮助家长、老师共同解决学生成长中遇到
的生理与心理问题，根据学生的特点制订
个性化的学习方案与长远的成长规划。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在孩子
的教育问题上，学校和家长要密切配合。苏
联曾建立家长大学，并让中小学生对家长进
行监督。在美国，1897年第一次召开母亲会
议，20世纪末诞生“家长教师协会”，60年代
中期起，广泛开展《开端教育计划》，家长的
参与是其中的关键，政府还拨款资助一些职
业技术院校设立家政科，或成立家政师范学
校，培养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在英国，政府
曾下令在中小学设立家政科。

我国也有个别师范院校在教育科学学

院或基础教育部开设了“家庭教育学”这门
课程。上世纪 90 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把面
对教科院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开设的家庭教
育课发展成为全校的公共选修课。齐鲁师
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将“家庭教育指导课”
作为专业选修课程，对小学教育、学前教育
及心理学等专业开设。这些做法都为高师
院校增设家庭教育指导课探索了路径。

师范生是未来的老师和家长，家庭教
育指导课程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家庭
观和教育观，在日后的工作中帮助家长树
立科学的儿童观、家长观，强化自身对家长
的专业指导，有利于灵活运用家庭教育艺
术与家长高效沟通，提供咨询服务，实现家
校合作。从高师院校特色发展的角度来
说，家庭教育指导能够拓展高师院校的专
业内涵，增加高师院校的专业特色，促进高
师院校的专业发展。

高师院校在师范专业开设“家庭教育
指导”必修课，课程目标要与师范专业认证
相配合，与社会发展相契合，并以此修订教
学大纲。可在全校范围内开设“家庭教育
指导”公选课，充分利用已有的教育教学资

源，让更多的大学生接受指导，使家庭教育
知识成为公民的基本常识。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应本着理论联系实
际的原则，将教学内容体系设置为家庭教
育理论知识、家庭教育案例分析、模拟家庭
教育指导等模块。理论知识应包括孩子、
家长的角色定位，家庭氛围、家风、家教、家
规的教育作用，不同年龄段家庭教育的侧
重点，家校合作的作用与方法，社会教育的
作用与注意事项。既要进行专题型家庭教
育指导训练，如家长会、亲子关系的培育、
好习惯养成教育等，也要进行特殊家庭沟
通与指导的模拟训练。

除了必备的基本理论之外，“家庭教育
指导”课程的教学设计要以案例分析为主
体，充分利用智慧教学、虚拟技术、在线平
台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音像与文字教材
配合使用，结合教育实践，设计有针对性的
学业指导，提高学生参与度。

教学方法建议以问题驱动法（PBL）和
小组合作探究法为主，通过阶梯层级性问
题设计，从基础性问题到渐难性问题，再到
拓展性问题，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参

与。通过小组合作探究，生生之间、师生之
间的前导、观察、尾随、濡染、观摩和切磋，
实现“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家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代表
性的有杨宝忠的《大教育视野中的家庭教
育》、缪建东的《家庭教育学》、李洪曾的《幼
儿家庭教育指导》、关颖的《家庭教育社会
学》、王乃正等的《学前儿童家庭教育》、郑
春霞的《家庭教育指导》、黄河清的《家庭教
育学》等，线上资源有关颖的《家庭教育是
什么——家长学习读本》的同步音频、张耘
讲解的《家庭教育指导的方法与策略》讲座
等。这些成果可以给家庭教育指导提供借
鉴，但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最
好还要根据教学实际情况编写教材。

家庭教育指导是交叉学科，涉及多个
研究领域。要以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
方面的专家教授为主，加入有着丰富实战
经验的专家学者，建立一支高素质、专兼职
相结合的家庭教育指导专业队伍，普及科
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先进、实用的家庭教
育方法，提高我国家庭教育的工作水平。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高师院校开家庭教育指导课势在必行高师院校开家庭教育指导课势在必行
孙艳红

家教主张

年年国庆回娘家、回到亲爱的母亲身
边，是我从 17 岁离家上大学至今的习
惯。母亲已经 84 岁高龄，每次给她打电
话，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她很好，让
我安心，不要记挂她。每当想起她老人
家，心中就感到无比温暖。如今我也到了
知天命的年纪，回望走过的路，母亲无疑
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她说过的许多话已
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影响了我的一
生，也成了我人生的信条。

“读书人最体面”

母亲一生从没有进过学校，这是她一
生最大的遗憾。她的父母极度重男轻女，
第一个孩子是女孩，6 个月大就被送了人。
母亲当然也是外公外婆不想要的，但外婆
说什么也舍不得把她送人，却也注定了母
亲的童年不怎么幸福。后来外公外婆如愿
生下了 3 个男孩。母亲从四五岁开始就带
弟弟们，6 岁起就开始洗衣做饭、操持家
务。这些我们听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母亲
说起来都轻描淡写、理所应当。

唯独有一件事，母亲一说起来就非常
气愤，那就是家里不让她上学。她总说当
时小学就办在家门口，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她哭着喊着要上学，但家里就是不让。而我
的3个舅舅小学毕业后都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读了中学，她为每一个弟弟都送过米、送过
菜。

令我惊奇的是，母亲虽然没有进过学
校，但认识很多字，读报看书都没有问
题，她说这是她后来在扫盲班里学习的。
她还对我们进行过“早教”，培养了我的
想象力与推理能力，至今想来都让我感到
获益颇多。

母亲的早教就是“猜谜语”，不知道
母亲怎么知道那么多谜语。许多个夏天的
晚上，我们在弄堂口乘凉，母亲出谜语让
我们猜，有许多我现在都还记得。比如

“青田鸡、活剥皮，糖蘸蘸、好东西”是
粽子，“一个小姑娘、生在水中央，身穿
粉红衫、坐在绿船上”是荷花。

也许是童年经历让母亲对读书这件事
有巨大的执念，在她心中，没有一件事比
读书更重要，没有一种工作比做读书人体
面。所以，她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我
们兄妹 5 个要好好读书，“只要你们要读
书，砸锅卖铁也供”。父亲母亲要养 5 个
孩子，还要赡养我们的爷爷奶奶，生活非
常艰苦，但在我记忆里，家里从来没有缺
少过让我们读书上学的钱。

让母亲感到高兴的是，她有 4 个孩子
成了她眼里的“读书人”“文化人”，大姐
当了医生，我、哥哥和弟弟都是教师。唯
独二姐从小不爱读书。能干的二姐从小就
赚钱补贴家用，一直帮母亲干活，可母亲
经常拿来竹梢逼她学习。尽管后来二姐成
了一名商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赚到了我
们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可母亲心里一直
为二姐读书少感到失望。直到今年，二姐
的女儿博士毕业后也成了一名大学老师，
才弥补了母亲心头的这份遗憾。

“吃亏就是便宜”

母亲的一生非常辛苦，最幸福的岁月
大概是她的青年时代。她在新中国成立后
的一段时间里是工作积极分子，做团和妇
女的工作，并因此与从抗美援朝回来的父
亲认识并结婚。我常常觉得，父亲认识母
亲是幸运的，而对母亲而言却不一定。

大姐和哥哥出生后，正值 3 年困难时
期，父母的工资竟然养不活一家 6 口 （包
括爷爷奶奶）。母亲后来不止一次告诉
我，当时国家鼓励“下放”，身为厂长的
爸爸一方面出于对国家政策的支持，另一
方面也是出于经济考虑，让母亲带着哥哥
姐姐回农村老家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在老家，母亲又生了二姐、我和弟
弟。在农村，一个女人拉扯着一大堆孩
子，爷爷奶奶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我们
连一个伯伯叔叔都没有，我们一家居然没
有被欺负，平安地生活到上世纪 70 年代
末落实政策回到城里，完全得益于母亲的
处世哲学——“吃亏就是便宜”。

哥哥常跟我说，小时候被别的小朋友
打 是 常 事 ， 但 母 亲 知 晓 后 却 不 让 他 吭
声；如果他打了别人，人家的父母带着
来告状，母亲就给小朋友煎鸡蛋吃，这

是我们老家那边招待人或向人赔罪的礼
遇。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哥哥常常
馋死也只有看的份儿，所以非常生母亲
的气。

正因为如此，母亲在当地很有威信，
深得大家的信任，后来欺负我们的人也
越来越少。母亲总是教育我们，吃亏这
件 事 不 能 看 一 时 ， 要 看 长 远 ， 很 多 事
情，当时看是吃亏，但从长远来看不一
定，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吃点儿小亏
能换来大家对你的信任，所以肯吃亏的
人往往会得大便宜。很多事情说不清是
吃亏还是便宜，做人越不斤斤计较，越
有可能会有大收获。

母亲类似的话还有很多，比如她要我
们在处理人际矛盾时“前半夜想想自己、
后半夜想想别人”，后来我们结婚后与另
一半发生矛盾时，母亲也经常用这句话来
劝导我们。现在我们兄妹几个都有幸福的
家庭，与母亲教我们的这种处世方式有很
大关系。

“二十四肋骨靠自己硬”

对我影响非常大的还有一句话，叫
“二十四肋骨靠自己硬”，类似“挺直了、
别趴下”“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意思。母
亲一生好强、硬气，与人为善也爱较真，
她认定了的事一定要做成，她坚持的原则
很少会妥协。所以，小时候我们其实都挺
怕她的，做错了事或做不好事就有可能会
挨打。

正是因为母亲的这份硬气，让我们过
上了当时相对较好的生活。现在我们回农
村老家，邻居们常说起，虽然当时父亲不
在家里，但我们家种的菜是全村最好的，
我们家养的蚕、养的猪都是全村最大的，
这都是我母亲带着全家辛苦劳动的成果。

母亲把“二十四肋骨靠自己硬”经常
挂在嘴边，要我们读书有读书的样子、工
作有工作的样子，只有自己有底气，把脊
梁挺直了，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自己也
才能看得起自己。

有个场景已成为我生命中不能磨灭的
一部分，会永远存在我的脑海。在我 18
岁那年的暑假，父亲突发急病永远离开了
我们，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天塌了”。

父亲在当地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是全
家的经济支柱和主心骨。那年我上大一，
大姐刚成家、孩子还不满周岁，弟弟不到
14 岁，奶奶 80 多岁。母亲回城后并没有
稳定的工作，只是打打零工⋯⋯连父亲的
同事和朋友都觉得我们这个家完了，不知
道接下来我们怎么生活。

父亲刚去世时，母亲一夜白头，晕过
去了好几次。父亲火化的那天，全家人回
到家里，有亲戚帮我们煮了一锅粥，但没
有一个人去吃。正在打点滴的母亲把针
拔了，把我们叫到饭桌前，告诉每个人
必 须 捧 起 碗 把 粥 喝 下 去 ， 她 自 己 带 头
喝。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粥混合着眼泪被
我强行咽下去的滋味，那是我一生都不
会忘记的味道。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家
没有散，孩子们都靠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过
着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母亲最为我们感到
自豪的事。

“10”总会打过去

每次回老家，兄弟姐妹都会在母亲
的老屋里团聚，除了好吃好喝外，一定
会在一起打打扑克。每次打到“10”或

“K”时，我们总是大呼小叫，说太难打
了。这时在旁边看牌的母亲就会说：“每
次都听你们说 10 难打，哪次你们都打过
去了。”是的，“10”总会打过去，每当
我觉得有过不去的坎儿时，母亲的这句
人生格言总会在我脑中想起，总给我力
量和勇气。

3 年前，我的一位至亲至爱之人得了
重病，我着急上火、天天揪心、夜不能
寐，母亲总是在电话里告诉我要挺住，要
相信没有打不过去的“10”，没有过不了
的坎儿——结果正如母亲所言，“10”顺
利地打过去了。

母亲一生与正规的学校教育无缘，也
说不出一套套深奥的理论，但她朴素的语
言却让我收获良多，她的生活格言一路伴
我成长。随着我年龄渐增，我越发能体会
到这些话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我庆幸自己
有这样的母亲，也祈祷亲爱的母亲能够健
康长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儿童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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