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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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是第一个以现
代化为主题的战略规划，是标志中国教育现
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其中明确提出坚持中国
特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充分发挥我国
制度优势，立足国情、面向世界、扎根中
国、融通中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
代化道路”。教育现代化包括学校教育现代
化、家庭教育现代化和社会教育现代化三个
方面，“一个都不能少”！换言之，只有实现
了三种教育的现代化，才算在真正意义上实
现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新时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家庭教
育的基础性作用、战略性意义不断上升，高
质量的家庭教育需求成为教育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主要表现之一，家庭教育成为未来中
国教育新的最为重要的增长点。在推进和实
施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进程中，需要
也必须对家庭教育现代化的性质、动力、过
程及其有关问题进行探索与研究。

家庭教育现代化，是指家庭教育现代性
持续增长和实现的过程，需要对传统家庭教
育和现代家庭教育的区别、转换方式和实践
路径进行分析与研究。家庭教育现代化的标
志主要体现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体系

和教育功能的现代化，多元性、开放性、科学
性、终身性是家庭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多元的家庭产生多元的家庭教育，家庭
文化的多元性是家庭教育多元性的现实基础
和必然产物。近 20 年来，家庭教育现代化
理论更加强调实现路径的多样性和模式的多
元性，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
家庭教育，甚至有多少个家庭就会有多少种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一个合作育人体系，现代化
的家庭教育一定是文化多元、内容丰富、模
式多样、路径多种选择的，是一种复杂的综
合体。个人成长目标、家庭培养目标与国家
人才目标的同质性大大增强，家校合作、家
社合作育人体系正在持续构建，使得家庭教
育逐步成为一个融合发展体系。必须强调的
是，培养人才是教育的不变之道，要“推动
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有机结
合”，有效衔接，相互配合。

现代社会的开放性直接影响到每个家
庭，家庭教育的开放性、公共性和公益性不
断上升。儿童早期成长和习惯直接影响正规
教育的质量，甚至家庭教育的质量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着学校教育的质量。因此，家庭教
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放性，国家和
政府将谨慎地将家庭教育部分地纳入公共教
育服务体系。

开放的社会文化和互联网影响下的现代
家庭教育，越来越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所有
家庭成员都是半开放的家庭教育过程中的参
与主体，家庭教育活动告别了完全封闭的模
式，不再局限于私密性的特点，家庭教育的
公共性、公益性特点日益增强，在思想理
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日益走向开
放。

现代家庭教育的开放、包容、融合，必
然带来思想、理论、内容与方法的包容性，
必然带来培养体系、培养目标、培养方法的
融合性。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
互融合，已经成为时代趋势。

科学性是对家庭教育规律的认识和把
握，丰富的家庭教育资源是支持家庭教育发
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著名教育家夏洛特·梅
森强调：“科学应作为教育的主要学科。”家
庭教育的科学性是对家庭教育内容与方法的
丰富，体现为：一是在现代家庭教育中高度
重视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培养；二是引入
科学育儿、科学育人的理论与方法，促进所有
家庭成员乐观向上、健康成长；三是养成科学
理性的生活方式，促进自然、社会和家庭的
可持续发展，整体提高家庭成员的发展质
量。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提出“丰富家
庭教育资源，加强对家长的教育指导服务，

通过家长学校、家长会、家长委员会等多种
形式，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
科学教育方法，注重家风建设，推进家庭学
校共同育人”。家庭教育资源包括物质资
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和政策
资源。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尤其体现在培养
目标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一代新人，同样也是家庭
教育的期望和责任。

家庭教育是终身学习体系，现代家庭教
育具有空间上的全方位和时间上的终身性之
双重特点。《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将家庭
教育全面纳入国家教育整体现代化体系之
中，“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
系”“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
通，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密切配
合、良性互动，形成网络化、数字化、个性
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家庭教育是持续
终身的教育活动，涵盖儿童教育、成年教育
和老年教育三个重要时段。中国正在步入老
龄化社会，老年人如何面对退休，创新和享
受多彩的生活？如何面对疾病，实现健康长
寿？如何面对死亡，有尊严地走向人生的终
点？这一切都是家庭教育面临的新挑战、新
课题和新任务。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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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天赋优势发现天赋优势 成就人生使命成就人生使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咏梅杨咏梅

焦虑，俨然已经成为时下中国家长
的标签。在家长群体普遍焦虑的时代背
景下，也有一些沉得住气的、不被裹挟
的家长。他们是如何做到不焦虑的？

陶勇认为男性家长比较沉得住气，
不会因为孩子考多少分、出什么事方寸
大乱。在陶勇看来，这不是不对孩子负
责任，而是男性的关注点通常不在于细
节而更多是宏观层面的。“一次考试考砸
了或者被老师告状了，妈妈可能觉得天
塌下来了，爸爸却不为所动。所以说父
亲要多参与育儿，男人的格局和关注的
广度，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家庭的焦虑。”

丁丁说自己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逐渐不焦虑的。她认为人生最难的部分
不是高考，不是解答别人给你的问题，
而是提出问题。很多成年人之所以中年
危机、抑郁、迷茫，是因为他提不出问
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无从解
答。“人生的问题并不是来自每一次考试

和每一件小事。当我明白了这一点后，
我就不焦虑了。”

现在很多家长都赞同加德纳的多元
智能理论，孩子的多元智能长短不齐，
不可能像扇叶一样整齐。补短教育和扬
长教育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

“我绝对主张扬长教育。”丁丁强调
说，“人的时间、精力和情感都是有限
的，为什么要把时间花费在不擅长的事
情上呢？”陶勇补充道，假如孩子数学不
及格，有可能是因为孩子在学数学的过
程中遭遇了痛苦的学习方式。“家长要解
决的是孩子如何找到学习数学的感觉，
这不是知识上补短的问题，而是解决心
态或情绪困扰的问题。”

很多读者认同有机养育的理念，但
是却做不到，症结在哪里？丁丁说：“有
机养育需要尊重孩子的个性，而不是把
孩子当机器物件。很多成年人抱怨自己
的原生家庭，抱怨父母给自己造成了阴

影甚至伤害。其实父母要意识到，我们
现在就在创造孩子的原生家庭，尊重孩
子的个性才能不给孩子造成伤害。”

陶勇提倡“孩子可以玩着长大”，认
为人的先天禀赋被发现、被认可、被释
放，就是自我价值被构建的过程，是一
个人通往幸福的路径。丁丁认为，一种
幸福如有钱、有势，是浅层次的愉悦
感，另外一种幸福是个人价值的实现，
是深层次的、超越物质表面的。“我认为
要实现这种深层次的真正的幸福，就一
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知道自己是
谁，实现更深层次的自我价值。”

“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有使命的。”
陶勇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是发挥潜
能、掌握资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
存。“父母要发现孩子的使命，发现我们
的孩子究竟是酸酸的柠檬还是甜甜的苹
果，帮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是父母
给孩子最好的帮助和礼物。”

发现先天禀赋是构建自我价值的路径

“不能强迫苹果树开出樱桃花”，是芬兰驻华大
使馆教育参赞在 2016 年家庭教育国际论坛上分享
的芬兰谚语，跟丁丁在 《我不要巧克力味儿的苹
果》 中提倡的有机养育如出一辙。丁丁说：“中国
有句古话‘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把人比喻成植
物。植物就有自己生长的内在规律，非要把苹果的
种子养育出樱桃，显然是不可能的。”

丁丁认为，芬兰的基础教育之所以“领先全
球”，有很多可取之处，其中一点就是擅于发现每
个学生的特长，找到优势，充分发挥其独有的潜
质。“如今快节奏的教育和生活，家长和学校恨不
得用一个统一的模板来塑造孩子，不知不觉中被急
功近利的心态带偏了。”

如果樱桃的市场“行情”明显好于苹果，家长
就会期待自己家苹果树开出樱桃花吗？陶勇接触过
的家长非常多，他直言道：“想让苹果树结出樱桃
的家长特别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人才市场
上更超值，这个期望是美好的，但实际上，每个孩
子都是带着一定的先天禀赋来到这个世界的。家长
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一棵苹果树结出最好
的苹果。”

孩子毕竟有很强的可塑性，强迫苹果树开出樱
桃花，某种程度上像是家长对孩子的成长进行人生
规划，改变他的人生，会有什么危害吗？

“有危害，家长很焦虑，孩子被扭曲。”陶勇说
自己经常遇到这样的父母，他们把孩子想简单了，
认为爹妈让孩子努力学习，孩子就能够做到。他
说：“孩子的可塑性是基于儿童的本性和规律发展
而来的，我们不能违背本性，人生规划一定要遵循
孩子的成长规律才可以实现。”

在丁丁接触到的案例中，越是人口密度高、处
于发展阶段的国家，家长越容易焦虑。

如果家长认识不到孩子的先天优势在哪里，自
己的控制欲又强，就会错误安排孩子的人生，这种
情况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最容易发生。丁丁认为
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多孩子对自己的天赋优势也
不了解。有的是按照父母的意愿被动选择，有的可
能是随大流报了自己不了解也未必符合自己兴趣的
热门专业，只是觉得会比较安稳。”

令人痛心的，是孩子没有任何发言权，由父母
直接安排的家庭。经常有父母向陶勇求助，孩子不
努力学习怎么办？怎样才能让孩子听话学某种专
业？陶勇认为，没有禀赋的支持，没有对未来的憧
憬，一个人是很难出成绩的。“有些孩子确实听从
了父母的话，但学习意愿和学习效率很低，学习成
本很高，最后也没有结果。”

“不能强迫苹果树
开出樱桃花”

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先天禀赋，有
的像柠檬，有的像苹果。如果说家长知
道自己的孩子是柠檬还是苹果，当然会
尽力帮助他成为最酸的柠檬、最甜的苹
果。可问题是，家长如何知道自己的孩
子是柠檬还是苹果呢？

陶勇认为，家长的观察很重要。“当
孩子有动手操作能力的时候，家长要给
孩子创造足够丰富的环境，让孩子接触
不同的东西。家长要在生活中细细观
察，了解孩子喜欢做的、擅长做的以及
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去做的事情。这些事
情，就是孩子的禀赋所在。”

丁丁深有同感地分享了澳大利亚
莉·沃特斯博士的优势性育儿理念。当
孩子在某一类事情上同时出现以下三个
特征时，就说明这可能是他的优势性领

域。第一，孩子经常做这类事情；第
二，这类事情孩子做得比别人更快更
好；第三，做完这类事之后孩子不觉得
累，反而可以获取更多的能量。当孩子
做的事情能够同时满足这三点，就说明
这可能是他的优势所在。

陶勇还提到了孩子敏感期问题。在
不同阶段，孩子的兴趣可能会发生变
化。比如孩子在某一阶段表现出对音乐
的热爱，家长可以尽量满足孩子尝试和
体验的需求，继续观察，不要轻易快速
地下结论。“不要看到孩子喜欢钢琴就去
学钢琴，喜欢架子鼓就去买架子鼓，让
孩子多尝试、多体验。”

对于有的家长反对孩子玩游戏、追
剧、看抖音，陶勇认为，玩游戏和看抖
音除了可以打发时间，也是孩子探索世

界的一种方式。丁丁也认为孩子通过哪
种介质消磨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内
容，比如孩子看什么样的视频？玩什么
样的游戏？家长有没有给孩子提供足够
丰富的选择？

丁丁说：“如果孩子玩的游戏都跟画
画和创造有关，这孩子很有可能在创造
方面有一定的禀赋。”她旅居迪拜多年，
发现国外的家长不反对孩子玩网络游
戏。“这是历史的潮流，无非是在虚拟世
界去表达自我。但是我会控制孩子玩儿
的时间，我不希望他 24 小时都在虚拟世
界里，他也需要跟真实世界打交道，也
要有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所以我们规
定每天有两个小时的屏幕时间，包括作
业和游戏。过了这个时间，屏幕就会锁
上。”

家长怎么知道孩子是“柠檬”还是“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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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优炯 绘

做父母的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你今天从
事的职业跟你儿时的理想有关系吗？如果你对自
己的生活状态比较满意的话，你认为多大程度上
发挥了自己的先天优势禀赋？

在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公开课“今天，我们
怎样做父母”的直播间，家庭教育图书《我不要
巧克力味儿的苹果》的作者丁丁和中亲联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靠谱父母研习社创办人、《孩子可以
玩着长大》的作者陶勇，共同探讨家长该如何发
现孩子的天赋优势，如何找到发现先天禀赋、通
往人生幸福的路径。

“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
业，鸡飞狗跳”，家长陪读时，常被孩
子专注力不够、效率不高、做事拖拉
等问题困扰。批评孩子的声音越来
越大，惩罚孩子的花样也越来越多，
却收效甚微。不停的催促、无端的
批评、严苛的指责甚至体罚，引发的
是愤怒、恐惧、悲伤、痛苦等消极情
绪，对孩子的学习毫无帮助，还会影
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快乐、喜悦等积极情绪，有助
于孩子提高学习效率，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消极情绪让孩子厌学

情绪对学业的影响，往往在小
学中高年级逐渐显现，并且随着年
龄的增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有两个真实的案例。四年级的
小睿喜欢读书，自主学习能力还不
错。自从妈妈生了妹妹，多数时间
都忙着照顾小婴儿，与他的交流少
了很多，多数时候都是简单的催促：

“小睿快点儿吃饭”“小睿快点儿写
作业”。小睿渐渐不开心起来，做作
业、看书的积极性不高了，还越来
越拖拉，学习效率大不如以前。

后来，妈妈意识到小睿的变
化，每天抽出时间接他放学。从学
校步行回家的 40 分钟，成了母子
俩最亲密的交流时间。小睿给妈妈
讲学校的见闻、自己的进步，妈妈
的倾听和赞赏给了小睿很大的鼓
励。虽然和妈妈一起走回家比坐校
车费时间，但小睿的学习效率明显
提高，很快完成作业后，又像以前
一样兴致勃勃地读起书来。

五年级的小乐单纯、内向，属
于典型的慢热型。小乐成绩一直很
好，父母对她的要求自然很高，常
常因为学习中的一点儿小错误批评
她。五年级之前，小乐都很听话，
对妈妈的批评从不反驳。可四年级
升五年级的暑假，小乐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不管妈妈怎
么催促，她都不愿意完成假期作业。后来甚至要求一直
住在外婆家，拒绝回家。

妈妈找到合适的时机，问孩子不喜欢回家的原因。
小乐说：“在外婆家，我觉得很轻松，在家我很紧张，觉得
这里不像家，只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妈妈翻看小乐的作
业，发现她在外婆家完成作业反而速度快，质量高。

这两个孩子的故事说明，情绪不好，学习不会好。
小睿的被忽视和小乐的紧张感，都是不良情绪的诱因，
直接影响学习效率。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导致厌学。

轻松氛围让孩子乐学上进
六年级的子墨阳光、自信、自律，是典型的“别人

家的孩子”。他的小学时光过得很轻松，没有经历过辅
导班的狂轰滥炸，有限的一两个兴趣班都是子墨自己主
动要学的。周末的大多数时间，子墨喜欢在博物馆、图
书馆里度过。轻松的家庭氛围，使子墨进入了快乐学习
的良性循环。

子墨父母的分工很明确，爸爸只负责他的运动，几
乎不插手他的学习。放学后，爸爸会陪子墨练长跑、打
篮球，每天至少运动一个半小时才回家。晚饭后的家庭
作业时间，子墨出奇地高效，连妈妈也惊讶他能在那么
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学习任务。做完作业的时间，子墨
都在阅读中度过。

很长一段时间里，教育者并没有重视到情绪和情感
在教育情境中的重要作用。直到本世纪初，人们才开始
意识到情绪在孩子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对高年级孩子
尤为重要。研究证实，人心情愉悦时，大脑分泌的乙酰胆
碱会增多，血液更通畅，人会变得精神抖擞，充满自信。
相反，当人紧张或情绪低落时，体内茶酚胺类物质释放就
会增多，使人焦虑烦闷，注意力无法集中，做事效率降低。

“别人家孩子”的4个秘密
获取知识的过程应该是愉快的，父母要注意引导孩

子在宽松的环境中体验学习的乐趣，从4个方面为孩子
打下高效掌握知识、健康成长的基础。

一是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做事有规矩，自
然不慌乱。作息时间有规律，让孩子保持充足的睡眠，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乐于劳动，让
孩子充分体验生活，锻炼动手能力，树立自信；独立思
考，有助于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遇到困难敢于面对、
独立解决。还有物品摆放整齐、懂得科学安排时间等，
都是培养积极情绪的基础。

二是建立轻松和谐的家庭氛围。“我爱学习，学习使
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快乐！”这个段子让人忍俊不
禁，但想想又很真实。情绪是会传染的，快乐可感染别
人，焦虑、沮丧、悲观也会传染。建议父母把催促变为提
醒，把批评变为激励，减少消极情绪对孩子的影响。父母
也可以和孩子共读一本书，同看一部电影，然后和孩子平
等地交流心得，提高孩子的参与热情，用积极情绪去感染
孩子。还可以尝试用图书馆、博物馆代替辅导班，用自主
学习代替填鸭式灌输，效果一定出乎意料。

三是降低学习难度。根据孩子的兴趣，换一种适合
他的学习方式，让他觉得获取知识并不困难。比如现在
的英语学习中抽象的语法学习、枯燥的单词背诵，对中
低年级的孩子来说难度较大。如果暂时抛开语法和单
词，让孩子听听英语歌曲，看看生动形象的动画和绘
本，效果就事半功倍了。

四是养成坚持运动的习惯。运动的好处远远没有
受到家长重视，运动能够强健体魄、消除负面情绪，特别
是对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讲，更是与智力发展相得益
彰。老师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一节体育课后，学生们大汗
淋漓，可他们并不觉得劳累，反而会更加积极、专注地上
下一节课。运动过后，大脑会产生一种叫内啡肽的物质，
让人心情愉悦。如果每晚做作业之前，父母先陪孩子做
半个小时的有氧运动，很快会发现孩子情绪上的变
化。 （作者单位：吉林省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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