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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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情绪管理学会情绪管理 远离鸡飞狗跳远离鸡飞狗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咏梅杨咏梅

常听人说，每一个在路上的
人都想回家。

高中毕业后我就离开家乡去
台湾读大学，每年只有寒暑假会回
家当几周悠闲尊贵的“公主”。在
海峡两岸来来回回几次之后，我开
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家已经不再
是我的归途，而是我的停靠站。

我像从家里驶出的一列火车，
开始似乎没有想过未来的方向，但
独自行驶过一段路，就开始被时刻
表和无数目的地追赶，只能拼命向
前开。每次经过最开始的站台也
只能暂留短短几分钟，然后再次出
发。虽然车身挂满了来自五湖四
海的灰尘和雨水，还是可以从父辈
刻下的点点特征辨认来处。

看“闲书”的开始

大学毕业之后我来到伦敦继
续读书，伦敦的地铁因为太过古
老，没有覆盖移动信号，所以很多
乘客都会选择带一本书阅读。

我心里暗道，巧了，然后拿出
了我的书。

我还算爱看书，而且遇到喜欢
的书会反反复复看许多遍，像是《红
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飘》，我一
直相信，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读同一
本书，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体悟。

在我看来，很多书都是值得反
复阅读的，尽管和很多“90 后”朋
友一样，我小学时就看过很多经典
著作，但那时候读书只会读情节，
大概只被风花雪月触动。随着对
生命的认知逐渐深刻，我逐渐理解
同一部作品包含的丰厚情怀和纵横捭阖的精神高度。

我爱上读书是因为我爸，我后来经常评价他有教
育家的慧根，因为他启蒙我读书的方式真的无比科学。

最开始是他给我挑选书，从我上小学起，每个月他
都会拎着一个布包，去一趟青少年图书馆，然后带着三四
本书回来。我至今都很奇怪，我爸那么疏懒的一个人，怎
么会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帮我借书呢？他帮我挑的书大
多是短篇名著或人物传记，故事引人入胜而不艰涩。他
也从来不会和我讨论我读过的书，每次把我读完的书还
回去，再给我带来新的书，像个忠于职守的快递员一样。

渐渐地，我开始觉得乏味，觉得他给我挑的书没意
思。有次我随手翻了翻他给我借来的新书，撇了撇嘴，
扭头就走了。但这个“老狐狸”似乎早就等着这一天，
他直接带我去了青少年图书馆，告诉了我怎么进去，然
后在外面等着我。

青少年图书馆并不大，陈列的书只有寥寥几排，但那
已经是少年的我见过的最多的书了。我在里面待了大半
个下午，直到太阳西斜，将要借的书几乎看完了大半才出
来。我爸在外面慢悠悠地抽着烟，看到我出来，在垃圾桶
里掐灭了烟头。从那之后，爸爸不再替我选书，变成我每
个月背着小书包，坐好久的公交车去图书馆报到。

后来，青少年图书馆需要翻修，我自然而然地开始
去馆藏更多的市图书馆。就这样，初中 3 年，高中 3
年，即使是高考前，我也会去图书馆借书，而我爸从来
没有阻止过我这样“看闲书”。

老爸的“高光时刻”

我老爸是一个慢悠悠的人，不爱说话也不爱笑。
记得我小时候他就不爱管我，也不爱回答我的任何问
题，我有字不认识去问他，他就丢给我一部字典。有一
段时间我特别爱看历史札记，有很多地方不懂，他也只
让我自己去查大部头或上网“百度”。我那时觉得他又
懒又怪，不像人家的爸爸知无不言，直到后来上了大学
我才知道，他这是在培养我的“信息检索能力”。

我爸也时常有高光时刻，那是被我逼问得烦了，就
搬个小板凳让我坐下，然后盯着我的眼睛开始给我“讲
课”。作为一个大学语文老师，他眼睛盯住人的时候让
人害怕又离不开。他一般会从源头开始讲，一直讲到
这件事对后世的影响，洋洋洒洒每次都小半个钟头。
他的眼睛里有光，声音盛满厚度，遥远的历史和故事在
他嘴里连成了线、铸成了框架向我砸来，听着听着，我
时常会微微发抖。

我当时在抖什么，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现在想
来，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我看到了我的理想。

据说以色列人会把书浇上蜂蜜让孩子舔舐，以此
告诉孩子书是甜的。我爸的做法没有这么意象化，他
选择拉着我的手，慢悠悠地带我开始读书，直到我在这
条路上可以独立行走。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孩
子，我也会像我爸一样，拉着他的手一起走上这条路。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所谓家风，有一个更科学的教育术语叫作 mod-
elling（模仿）。孩子从一出生就开始观察这个世界，
他们在观察和模仿别人的行为和活动中成长，其中父
母被模仿得最多。父母的言传身教是静默无声的，孩
子也许在长大之后才会惊觉，自己某些特质和父母一
模一样，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每次开学回到台湾时，我都会想家。最开始的方式有
点儿幼稚——我躺在床上闭上眼，想象右手边是我白色的
衣柜，左手边是我的书桌。如果再生动一点儿，我会“闻”
到红烧排骨的味道，下一秒爸爸就会高声喊我吃饭，不久
后妈妈就会推开我的门，拉我起来⋯⋯这样的幻想，每每
会让我短暂鼻酸，同时温暖的电流会划过全身，暖洋洋的。

现在，我在外独自生活已经4年有余，有了一种更高
级的想家方式，我叫它“身份确认时刻”，就是在自己的身
上找寻父母的特质，读书就是其中一件。上大学时我去
过台湾图书馆，现在经常光顾大英图书馆。当我看到丛
丛书架间穿梭的身影时，偶尔会想起爸爸的布包，想起他
在图书馆外慢悠悠抽烟的身影，想起他讲起古老历史长
河时眼里的光。 （作者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学生）

有
一
种
想
家
叫
作

身
份
确
认
时
刻

谈馨

网上一段 《爸爸下跪逼孩子用木棍打自
己》 的 视 频 让 人 越 看 越 难 受 （可 搜 索 观
看）：爸爸大声命令哭泣战栗的儿子用棍子
打自己，口里一直重复着“子不教，父之过”

“爸爸没教好你，让你变得越来越坏！”儿子既
恐惧又茫然，既愧疚又无助，哭着不敢动手。
爸爸又拿过棍子狠狠地打在自己的背上，怒
吼道：“爸爸这么用心地教你，你非常让爸爸
失望，这次爸爸替你受了惩罚，要是还有下
次，所有的棍子都将打在你身上！”

表面是自责——背后是绑架。且不管孩
子拿手机上学是多大的过错，这个爸爸除了
把儿子定性为“做了坏事儿”“越来越坏”之
外，更多次申明是“替儿子”受罚，说明他并非
真的认为自己有错当罚，他的吼叫中充斥着
愤怒和不满，而没有丝毫忏悔和愧疚。

这种貌似责罚自己的方式，其实是带着
对孩子的极大愤怒，加倍地攻击折磨孩子，
对孩子进行道德绑架，给孩子造成道德上的
负罪感、心理上的恐惧感，试图达到控制和征
服孩子、让孩子下不为例的目的。整个视频
中，爸爸一直瞪着眼睛居高临下地用手指着
孩子，完全无视孩子的情绪感受，还通过表达
对儿子失望等方式碾压孩子的自信和自尊。

爸爸的失望——孩子的地狱。孩子最大

的不幸之一就是让父母失望，被父母看不
起。这种自卑和愧疚，很可能会伴随孩子一
生，时刻消耗着孩子的生命力量。台湾作家
三毛自幼活在被父亲看不起的阴影里，造成
了几乎终生难愈的心理创伤，直到40岁时才
在父亲的来信里等到了迟来的赞许，如获至
宝，热泪盈眶地写道：“我等你这句话，等
了一生一世，只等你——我的父亲，亲口说
出来，扫去了我在这个家庭里一辈子消除不
掉的自卑和心虚。”“我一生的悲哀，并不是
要赚得全世界，而是要请你欣赏我。”“从小
到大，我逃不过你的那声叹气，逃不掉你不
说而我知道的失望。”

一句“你非常让爸爸失望”对孩子的伤
害，比直接打孩子一顿要大很多倍。这个孩
子可能终生都忘不了这次噩梦一样的经历。

这类折磨自己的方式，初看是自责，再
看是苦肉计，本质上是父母以孝道为名裹挟
孩子的手段，是一种变相甚至变态的家庭暴
力。这种家暴占据了道德高地，成功地置孩
子于不义，让孩子无地自容，同时还容易获
得成人世界的同情，不容易受到法律和道德
的惩罚，隐蔽性极强，颇具欺骗性。

环境和关系——同时被破坏。这个爸爸
的言行粗暴傲慢，毫不理会旁边女儿的哀
求，既不尊重孩子也不尊重自己，无法营造
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家庭环境，更不能给孩
子带来正向积极的引领。

研究表明，恐吓强制的教养模式，只能
造成孩子外在的恐惧和逃避，很难带来内在
自律的动机。孩子长大后大致有 4 种情形：

“乖”孩子彻底被征服，放弃自我主张，成
了听话而退缩的懦夫，前途堪忧；敏感的孩
子，会像三毛一样酿成长期的心理创伤；冲
动反抗型的孩子，会选择以自杀或弑亲的方
式进行反抗；少部分孩子可以依靠自己的力
量逃离家庭或避免伤害，从而侥幸得以保
全。

点赞与好评——更深的忧虑。令人震惊
和难过的是，对这个爸爸貌似自责实则家暴
的言行，网上居然好评如潮，批评的言论少
之又少。

有人点评说“既能让孩子吸取教训懂得
反省，又能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破坏亲子
关系，不和孩子出现隔阂”。而实际上，这
种行为恰恰破坏了家庭教育环境，伤害了孩
子，后果正好背道而驰。

有网友表示：“他深知言传身教的力量
并努力践行，不得不让人敬佩这位用心良苦
的父亲。”请问，通过行为暴力和语言暴力
贬低自己威胁孩子，破坏亲子关系和家庭环
境，这个爸爸有什么值得孩子模仿之处？

更多的评论是“看得心酸不已，让人泪
目，直言做父母的不容易”。家庭教育中，
首先应该看见的是孩子而不是父母。网友评
论里几乎没有人感慨孩子当时的恐惧和煎

熬，可见成人普遍缺乏从孩子的视角体会孩
子的感受这个基本的教育常识。在这样的人
文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心理上伤痕累累、痛
苦绝望却求助无门，其心理健康令人担忧。

还有网友认为“孩子有了内疚感，说明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孩子日后
必成大器啊！”此言谬矣！心理学研究表
明，强化负罪感对教育毫无益处。沉重的负
罪感，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破坏孩子的自
我价值感，让孩子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好的
生活，不值得被爱，长大后不仅不容易追求
成功的生活，甚至也没有力量去回馈父母，
何来必成大器?

自虐和软弱——爸爸的伤痛。一系列典
型的自虐行为，说明这个既愤怒又懦弱的爸爸
也是自己原生家庭的受害者。一般而言，自虐
倾向源于童年爱的缺失，反映在对人既需要又
敌视，既自卑又自负，让自己难受也让别人难
受，生活中充满无力感，不断制造和重复让自
己不堪的生活体验。网上时常出现的给孩子
下跪求其改变的父母，也属于这个类型。

自虐倾向的父母本质上是软弱无力的，
他们应付自己的生活尚且力不从心，很难向
孩子提供正向有力的支持，非常需要社会的
关心和专业的帮助。只有当父母自己内心强
大起来，才不会通过如此无能、无奈、无效
的方式来对待孩子。

（作者系北京中亲联教育科技研究院院长）

““爸爸下跪逼儿打自己爸爸下跪逼儿打自己””是自虐型家暴是自虐型家暴
王占郡

家教主张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祖辈参与孙辈的
教养，由于教育理念不一样，造成家里
矛盾叠加。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如何
做到家和万事兴，一家人该怎么相处呢？

李文道分享了他们和岳父岳母短期
居住在一起的经历。他说，两辈人经常
在孩子吃饭的问题上发生矛盾，“最后就
是妥协，我让一步你让一步，最后达成
共识：老人可以提醒孩子吃饭，但是吃
不吃让孩子自己决定”。

李文道认为，传统的“家和万事
兴”是靠忍、后退、妥协、退让来实现
的，“实际上那是情绪的压抑，不良情绪
堆积时间长了，最后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变态。情绪本身没有问题，
如何表达才是问题”。

如何表达既让情绪不压抑又不让别
人难受呢？李文道认为，真正的家和万事
兴，至少每个成员都可以自由表达情绪，并
且是不带攻击性地表达情绪。“情绪表达只
要对自己无害、对他人无害，就是一种适合
的方式。每个人适合的情绪宣泄方式不一
样，不带攻击性是表达情绪的底线。”

“无端地朝别人发泄情绪，是对别人
的不公，谁也没有权力那么做。”钱红林也
认同情绪需要被表达、被处理，“情绪是不
可压抑的，没有被处理、被表达的情绪很
可能形成创伤。”她认为运动锻炼是表达

情绪最好的方式，比如在阳光下走路、做
半小时操，写作也是特别好的方式，“把心
里的难受写下来，情绪就表达出来了”。

除了运动和写作，钱红林还特别介
绍了一种与自己对话的方法：“比如自己
坐在这儿，对面是一个空椅子，想象那
是正在难受的我，我就问‘你有什么难
受？’‘你希望什么？’然后尝试把对话写
下来，那件事情真的就解决了。”

“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是父母培
养情绪情感和情商的最好时机。”钱红林
强调整个家庭都要利用这个时机去识别
情绪、表达情绪，努力提升心智，更好
地解决亲子沟通中的情绪问题。

“家和万事兴”意味着不带攻击性地表达情绪

公开课

曾经有一条刷屏朋友圈的“通知”，模仿老师的口气
叮嘱家长：愿你们母慈子孝、不要鸡飞狗跳。早饭记得烧，
作业耐心教。谈话要和蔼，逆反不能叫，交流总微笑。请
牢记，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母，不能体罚和
变相体罚孩子哦！

谈话要和蔼、交流总微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管
理好自己的情绪，怎么能做到呢？在中国教育报家庭教
育公开课上，北京爱加倍关爱家庭促进中心创始人钱红
林和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文道，围
绕“家长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有关情绪表达常见的
分类大致是“喜怒哀乐愁苦”，而西方心理学把情绪
分类细化到几十种。对于不是专业人士的家长来说，
育儿过程中如何认识自己的情绪呢？

钱红林以上海 17 岁少年和妈妈发生争执时跳下
卢浦大桥的悲剧为例，提醒家长“感觉到情绪失控时
要立刻按下暂停键，凡事以后再谈，这是谈话技巧，
更是情绪管理的技巧”。

“青春期的孩子情绪特别容易冲动，家长在识别
情绪之前，第一步是觉察自己的情绪。”钱红林说儿
子上小学时她情绪经常抓狂，总觉得孩子达不到自己
的期待。到孩子青春期时，情绪控制反而好了，“因
为 《让孩子自信过一生》 这本书改变了我的育儿观，
情绪管理的前提是认可孩子独特的价值，而不是按照
自己的想法控制孩子。”

李文道的孩子刚上幼儿园，他说估计将来孩子上
学时自己也会抓狂：“抓狂是人生不可逃避的一个阶
段，陪孩子度过青春期是亲子双方的成长过程，和孩
子‘斗智斗勇’是免不了的。”

人为何会情绪失控？我们又该如何察觉、调控自
己的情绪呢？李文道说：“人类的大脑分为生理 （原
始） 脑、情感 （情绪） 脑和思维 （认知） 脑，其中，
生理脑掌管着人类的根本机能，比如呼吸、心跳、运
动、早期感觉系统等，但不能控制人的情绪。当双方
发生激烈冲突时，头脑就会空白，生理脑会控制我
们，激发人们或战或逃的本能反应。”

“大脑发育的第二个阶段是情感脑，第三个阶段
是掌管分析思维、逻辑推理、问题解决等能力的思维
脑。”李文道说，知道了大脑运作的原理是从生理到
情绪再到思维后，就可以利用这个原理，“运用思维
脑才能更好地控制情绪。”

结合自己从抓狂到淡定的经验，钱红林认为没有
情绪的觉察，就没有从生理脑到情感脑、认知脑的转
换。她说：“当人情绪开始失控的时候，往往会心跳
加速、声调提高、呼吸急促。但真正控制情绪的关
键，是调整理念和思维模式。”

钱红林用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创建的
情绪 ABC 理论分析说，不合理的信念使人产生情绪
困扰。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认为“我生气”（C） 是
因为“孩子不好”（A），但情绪 ABC 理论认为，生
气的原因不是孩子而是信念 （B）。她说：“情绪的根
源不在别人，而是在于你自己。同样的事情，调整了
信念，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结果。”

李文道也非常认同“问题不是问题，你如何看问题
才是问题”。他说：“改变信念非常重要。有情绪不是罪
过，但情绪不加控制导致不好的结果，就成了问题。”

感觉到情绪失控时
立刻按下暂停键

除了情绪的自我觉察，能敏感地觉
察到别人的情绪，堪称人际交往的智
慧。李文道举自己的例子笑言：“在情绪
觉察方面，男性偏弱，有时只给暗示提
醒是不够的，甚至需要反复明示。”

情绪是会传染的，会在人群中像多
米诺骨牌一样传递，就像“踢猫效应”
的故事——老板训员工，挨训的员工回
家训自己的太太，太太转身训儿子，儿
子生气地踢了猫一脚，被踢的猫跑到马
路上横冲直撞，结果导致驶过的车辆急
刹车，发生车祸的就是老板。

钱红林认为，人的情绪会受到环境
及偶然因素的影响，现代社会工作与生
活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
很容易导致人们的情绪不稳定。“一般而
言，当人的情绪变坏时，受潜意识驱使
会选择朝向弱者发泄，被情绪攻击的人
又会去寻找下一个出气筒，就会形成一
条清晰的愤怒传递链条，最终的承受者

（猫） 是最弱小的群体，被迫承受多个渠
道的怒气。”

“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别人的消极情绪
带给自己的负面影响，就会身不由己地
加入到踢猫的行列中——被别人踢、踢
别人。”钱红林认为这个连锁反应是可以
中止的，“比如可以这样反思，他对我发
火是他的问题，我不需要为他的问题负
责，我没有权力对别人发火。”

钱红林说：“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发
火并非孩子的缘故，孩子很无辜的。父
母要学习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要经
常反思，做坏情绪终止者。”当孩子的想
法跟自己不一致时，钱红林建议父母的
心智要“更新迭代”，“改变自己，不强
行要求孩子改变，而是更多地接纳，与
孩子共情”。

当双方情绪都失控时，李文道的经
验是主动撤出，离开现场，比如去小区
散散步等。他还建议不把工作中的坏情
绪带回家，进门前可以先整理一下自己
的情绪。

了解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了解他人
情绪的能力，被脑科学家称为社会情绪

能力。李文道认为社会情绪能力比智力
还重要，父母要允许孩子表达情绪，不
要过度压抑。“尤其男孩的父母，不要用

‘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说法过度压抑孩子
的情绪。情绪不是洪水猛兽，孩子有自
己的情绪表达方式。父母要鼓励孩子表
达情绪，同时学会控制情绪。”

很多家长非常关注孩子的学习成
绩，发脾气大多是因为孩子的考试分数
不理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给孩子做
社会情绪能力的示范。钱红林建议父母
多用“我”字句跟孩子沟通，不要老说

“你”字句。“因为‘你’字句常常是伪
装的指责，指向对方的行为个性，容易
陷入指责和评判中，让对方感觉很不
好。”

“说话以‘你’开头，也不容易让孩
子理解父母的感受。”钱红林说，“当我
们和孩子说什么事情都用‘我’开头，
说话过程中不评判对方，学会表达自己
的心声，也学会倾听对方的感受。慢慢
地，孩子就跟你学会了适度表达情绪。”

社会情绪能力比智力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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