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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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因其江南风景之
美和经济发展之快，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科技人才及务工人员，外来人口激
增带来了新建学校数量的增长。这些
来自五湖四海的家长，对新建学校的
期望值很高；有些家长选择用激烈的
方式来表达不满，使得高投诉率成为
昆山新建学校面临的一个困境。

昆山市玉山镇新城域小学是一所
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留守儿童为主
的新建学校，因发生过家长带领学生

“罢课”事件而备受瞩目。学校下决
心要改变这种局面，精心打造知心老
师团队，深入联系每一个学生和家
长，希望这支“特种部队”能探索出
一条家校合作的新路。

用心了解真实诉求，开
展问题式调研

为切实了解家长和学生的诉求，
知心老师团队近几年进行了数百次调
查研究。学校专门设立了“知心老师
信箱”，以了解学生学习中的困惑、
与老师互动中的问题及成长中的烦
恼。孩子们一封封真诚的来信，帮助
知心老师了解他们的真实状况和需
求，为家校合作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线
索和依据。

复课以来，为了检测疫情期间网
课学习效果，学校开展了质量抽测，
很多学生反映，突如其来的考试压力
和时间的紧迫感进一步加剧了自己的
紧张情绪。掌握了这样的情况，知心
老师团队经过研究和评估，迅速决定
采用在“学习强国”平台上学到的音
乐疗愈方法，午休时通过音乐疗愈的
形式，给学生和老师带来解压和放
松。这些措施有效缓解了学生和老师
的压力及双方的紧张感，师生关系进
一步融洽，也帮助学生们快速进入复
课后的学习状态。

我们的学生家长大部分在工厂上
班，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无固定休
息时间，疏于对孩子的关心和教育，
在亲子沟通等方面累积了不少问题；
面对这一现实，知心老师团队面向家
长开通了“知心热线”，通过高效便捷的线上服务，及时了解
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现状和问题，同时耐心为家长们答疑解
惑。知心热线开通后，多位家长反映孩子在课堂上注意力无法
集中，学习效率不高，希望能够得到知心老师的帮助。知心老
师心理组进行了研究和探索，针对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布置了
感统训练作业，定期进行线上回访；知心老师团队还研究了提
升注意力的食疗方法，指导家长给孩子量身定制每日饮食，从
多角度帮助学生尽快提升注意力，适应学习生活。

“知心老师信箱”和“知心热线”相当于问题式调研，深
入了解学生的现状和家长的诉求，这些前期工作为家校合作的
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精心构建课程体系，加强家校之间沟通
结合调研结果和对家庭教育现状的思考，知心老师团队精

心打造了课程体系，在课内教学、课外兴趣班及家长培训等方
面都下了不少功夫，并进行了有益的创新。

构建专业的家校合作指导团队，首先需要加强教师的队伍
建设。课堂是教师的主阵地，知心老师在课堂上的业务能力锻
炼是重点。我们要求教师随时向家长开放课堂，在充分尊重学
生的基础上，打造人性化课堂模式；家长可以把课堂上发现的
问题及时向教师反馈，提出合理化建议。这种常态式开放型课
堂模式，不仅锤炼了教师的教学水平，促进教师业务能力的提
升，还加强了教师、学生、家长三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知心老师还开设了丰富多彩又具有职业规划功能的社团课
程，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第二课堂。例如手工课程“微景观制
作”，运动课程“啦啦操”“两岸山地舞”，家政课程“我是小
小面点师”“服装设计”，艺术课程“民族乐团”“儿童剧”，文
学课程“经典诵读”等，帮助学生了解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特
长，又能促进他们对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认识和思考。

家长是孩子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引路人，家庭教育的水平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对家长的培训和指
导，是知心老师团队课程体系建设的重头戏。知心老师开设了

“智慧家长沙龙”，鼓励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习正面管教
等育儿理念和方法。学校还在心理健康月开展了一些亲子活
动，促进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有效沟通。例如以“拥抱生命，绽
放精彩”为主题，通过护蛋行动、小鬼当家、一封家书等多项
活动让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感恩
生命。

冷静面对突发事件，暖心行动融化坚冰
打破家校之间的隔阂，构建良好的家校合作关系，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需要各方的坚持和努力。尤其重要的是，遇到突
发状况时，学校和老师也能坚守初心，用爱心和诚意来改善家
校关系。

此次的新冠疫情就是一次比较大的突发事件，在病毒肆虐
的日子里，知心老师团队立刻积极行动起来，通过“知心热线”
推出了一系列以“宅生活”为主题的家校共育活动，如“亲子阅读
助成长”“网课学习求真知”“居家锻炼不能少”“劳动生活欢乐
多”“琴棋书画齐上阵”“争做疫情防控志愿者”等，引导和帮助每
个家庭都能在特殊时期“宅”出各自的精彩。

细微之处见真情。平时遇到一些小的突发情况时，知心老
师的作为也体现出了他们的信念和坚持。比如知心老师团队的
金老师一次家访前，遇到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为了坚守承诺，
她冒着大雨开车一个多小时去学生家中家访。当学生和家长看
到从车门到家门就几乎被大雨淋透的金老师时，都非常感动。

家长如果能体会到学校对孩子真切的关心和爱护，必然会
积极参与到家校合作的行动中。一天清晨，上学高峰时段突然
发生红绿灯故障，学校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交通拥堵，影
响学生上学路上的安全。知心老师团队迅速发动家长们疏导拥
堵路段，很快就齐心协力解决了问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新城域小学知心老师团队的一系列暖心
行动正在一点点地融化坚冰，在促进家校合作的探索之路上，
已经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新城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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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案例

家庭教育的本质特点是生活
教育，劳动教育是生活教育不可
或缺的基本内容之一，却是许多
父母和教师较为忽视的问题。毫
无疑问，忽视生活教育和劳动教
育，是家庭教育的重大误区。

其实，面对一个不会劳动甚
至厌恶劳动的孩子，父母是心怀
隐忧的：将来离开父母，他们将
怎样生活？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
情证明，会不会做饭严重影响抗
疫能力，会做饭者生活依然正
常，不会做饭者则生活艰难。

近来，多家媒体争相报道江
苏省扬州市梅岭小学二年级学生
缪苇杭学做饭的事迹。4 月 29
日，《扬子晚报》头版刊登大幅新
闻图片，3 版整版介绍 8 岁童厨

“超长假期里，他学会了做 30 多
道菜”。不难想象，在《扬子晚报》
的历史上，如此突出地报道一个
儿童学做饭的事迹，可能是头一
回。在梅岭小学的历史上，一个
小学生因为学做饭成为明星，可
能也是头一回。8岁孩子会做饭
本应是平常事，而在今天成了重
要新闻，这绝不是对教育的表

扬，而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当然，有父母教孩子学做饭

毕竟是进步了，值得欣慰和借
鉴。我在朋友圈推荐8岁缪苇杭
学做饭的案例：“这是家庭生活
教育的成功尝试，儿童学会做饭
将终身受益，对其学习和家庭生
活及社交也具有促进作用。”“家
庭生活教育当然不只是做饭，但
做饭绝对是生活的基本功。有些
学校教学生做饭也是好的，但必
须明白，孩子学做饭的最佳场所
是家庭，父母是最好的教练。如
果连做饭都不会，劳动教育就是
一句空话！”

民以食为天，是千年来广为
流传的生活共识，人活着自然不
是为了吃饭，但只有吃饭才能活
着，才可能实现心中的梦想。同
时，做饭是家庭生活教育的关键
环节之一，一是食物来源于大自
然的馈赠和农夫艰辛的劳作，如
古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二是食物加工需要高超的
技艺和爱心的付出，才会有“妈
妈的味道”。仅仅这两个要素，

就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教育内涵与
价值。

在营养、睡眠、运动这三大
儿童健康基石中，饮食居首，因
为儿童的视觉、嗅觉、触觉、味
觉都极为敏感，饮食能够激发出
他们极大的渴望与好奇。所以，
劳动教育从教孩子做饭开始，等
于抓住了生活教育的关键链条，
既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与探索
欲，将每天的饮食与大自然紧密
连接起来，又可以提高孩子的责
任心与生存本领，使其学会生活
并敢于创造美好的生活。

由日本一家三口——丈夫信
吾、妻子千惠和年幼的女儿阿花
共同写就的《会做饭的孩子走到
哪里都能活下去》一书曾经感动
了许多人：身患重病的年轻妈妈
千惠，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教
4岁的女儿阿花学习做饭，学习
家务。只要是阿花力所能及的
事，千惠都让她自己来。比孩
子先来到这个世界的父母，注
定无法陪孩子走完一生的路。
然而，教给孩子什么最重要？
千惠说，是让孩子一个人也能

好好活下去的能力。
读这本书很难不落泪，我

总在想，让四五岁的孩子做太
多家务，生活是否过于沉重？
是否会让孩子过早告别童年？
相比之下，8岁的缪苇杭学做饭
正当其时，所以充满了好奇与
快乐。缪苇杭“一开始做的是
简 单 的 煮 饺 子 、 煮 面 、 煎 鸡
蛋，渐渐难度升级，学炒菜，
现在还会做红烧鱼等”。缪苇杭
的父母都支持儿子学做饭，经
常 和 他 聊 聊 厨 房 里 的 科 学 知
识，例如“热油锅沾水为什么
会炸？”“菜要翻炒一是为了食
材受热均匀，二是为了食材和
调味品充分混合，便于入味”
等。更欣慰的是，孩子在做饭
中成长了，偶尔烫着了也非常
淡定，就自己去用冷水冲或者
拿冰袋敷，还说这在厨房是正
常的。

劳动教育从教孩子做饭开
始，策略上要按照孩子的不同
年龄采取不同的引导方法。幼
儿阶段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和
动手欲为主，引导孩子做搬运

食材、择菜洗菜、准备碗筷等
辅助性劳动；小学阶段可以在
密切的亲子交流中学做一些饭
菜；中学阶段的青春期少年有
疏远父母的倾向，可以从独立
生活自我管理的角度，激励孩
子以掌握生存本领为荣。

不要以为中学时期主要就
是拼学习，要意识到这可能是
孩子离开家之前的珍贵时光，
学会独立生活是给孩子最好的
礼物。有个朋友很骄傲地告诉
我 ， 读 高 中 的 儿 子 出 国 留 学
前，一日三餐都是儿子做。孩
子在厨房忙的时候，他可以轻
松地读书看报。我问过他儿子的
感受，小伙子头一扬回答：“男
生会做饭很酷啊！”

学会做饭，等于掌握了生活
的核心能力，这是一种实践智
力，有助于孩子理解大千世界的
复杂关系，懂得独立、体验责
任、获得幸福。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著有《9
个好习惯成就孩子一生》等教育
专著）

劳动教育劳动教育，，从教孩子做饭开始从教孩子做饭开始
孙云晓

家教主张

热点聚焦

情感匮乏
是看不见的贫穷

这一家人勤劳而本分，从来
不关心情绪，不谈论感受，相互
之间几乎没有话说，谁也不了解
谁。整个家庭笼罩着一种令人窒
息、压抑的紧张气氛。爸爸始终
也想不明白为何自己家中麻烦不
断，即使在二儿子出狱之后，爸
爸也没有能力和他建立情感链
接，表达亲人的感受。

匮乏，就是缺少。物质匮乏
即缺钱的贫穷，情感匮乏也称为

“情绪阉割”，是一个人自行丧失
或不被认可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等情绪感受。

自行丧失情绪感受，即当事
人已经失去体验情绪的能力，是
情感剥夺；而不被认可情绪感
受，是当事人不被允许或没有机
会表达自己的情绪，是情感压
制。当一个家庭只关心是非、不
关心情感的时候，就处于情感匮
乏的状态。

情感匮乏的家庭，互相是
“看不见”对方的，家人貌似和
谐但死气沉沉，同居一室却相距
万里。家人仿佛是冷冰冰的机
器，互相之间往往只看见他人的
行为，却看不见他人的内心，谁
也不懂谁，谁也不了解谁。

情感匮乏，还表现在那些具
有“讨好型人格”的人身上。他
们只在意别人的感受、很少考虑
自己的感受，总是讨好别人、委
屈自己。大量“中国式好人”，
就具备这种被阉割掉情感的特
点。

情感匮乏是家庭关系和家庭
幸福的隐形杀手。在情感匮乏的
家庭中，情绪感受让位于道理是
非，理性关系取代了感性关系，
家庭关系难以为继，家庭幸福无
从谈起。情感匮乏往往和物质匮
乏一起发生，但并不因物质匮乏
的解决而自然消失。也就是说，
即使是中产家庭甚至富裕家庭，
也存在着大量的情感匮乏现象。

长期以来，情绪和感受在很
多家庭中都是奢侈品。毕竟，关
注感受、体验情绪、经营关系，

都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在农
耕文明物质匮乏的环境中，谋生
是第一位的，放弃情感、追求是
非是求生的一种取舍，阉割掉情
感，就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
求温饱得生存的挣扎中。

再者，集体主义父母制的文
化传统，主要考量个体的道德和
贡献，而不在乎个体的意志和情
感，追求个人意志和情绪感受的
人往往难于立足。为了在社会环
境中得以生存，人们必须放弃情
感，和大家色彩一致，成为道德
合格的棋子。

在这样情感匮乏代代相传的
环境中，情绪感受就成了一些家
族文化的缺陷和盲点，情感匮乏
成了一种看不见的贫穷。

控制是情感匮乏
的表现

二儿子叛逆，不听话，不上
进，不符合爸爸的要求，不受爸
爸控制，爸爸为此愤怒不已，不
承认有这个儿子，不和儿子沟
通，对孩子实施冷暴力。爸爸对
大儿子充满期待，每年都送给他
一本写着“把握时间，掌握方
向”的本子，鞭策孩子努力学
习，胸有大志。

父母往往偏爱听话的好孩
子，排斥叛逆的坏孩子。对好孩
子的期待、对坏孩子的否定，都
是控制的手段，而控制是情感匮
乏的表现；不许坏和必须好，都
令人窒息。为了达到控制孩子的
目的，有些父母会以断绝关系威
胁孩子，甚至用一哭二闹三上吊
的方式来让子女屈服，甚至子女
成家后都不放过。这些控制行为
背后的声音是：你是我的，你要
听我的，你的自我不重要，你的
感受不重要。夫妻之间也可能有
类似的情况。

台湾作家三毛40岁才得到
父亲的第一次赞美，她感慨道：

“等你这一句话，等了一生一
世，只等你——我的父亲，亲口
说出来，肯定了我在这个家庭里
一辈子消除不掉的自卑和心
虚。”三毛在家里长期不被认可
的情感匮乏，可见一斑。

叛逆是摆脱情感匮乏
的正当行为

爸爸营造了僵化冷漠、毫无
活力的家庭氛围，唯有暴力又叛
逆的二儿子阿和不吃这一套，早
恋、坐牢、不求上进，浑身负能
量，令爸爸崩溃。而实际上，这是
阿和拒绝接受情感阉割、挣扎自
救、向爸爸的秩序宣战的一种方
式。甚至可以说，二儿子通过叛
逆，保留了这个家庭最后一线生
机，并最终修正了父亲的错误。

很多父母对孩子青春期的叛
逆心有余悸，殊不知，叛逆看似大
逆不道，却是青春期孩子自然的
本能反应，是孩子争取自我发展
空间的必要手段。为了免受成人
的干扰，孩子在青春期往往会过
分争取空间来“搭台唱戏”，完成
追求自我、发展为成人的使命。

大量研究表明，叛逆是活力
的体现，若给足空间、适当引
导，孩子不仅不会走偏，往往还
会脱颖而出，有利于顺利度过青
春期。叛逆还是父母教育方法不
当的报警信号，尤其是情感匮乏
的家庭，出现激烈的青春期亲子
冲突，说明这个家庭的人文环境
不容乐观，也说明父母没有跟上
孩子成长的脚步。

缺少阴影
阳光普照也会伤人

深受爸爸偏爱的大儿子阿
豪，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好孩
子，几乎没有缺点。这也预示
着，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在内心早已经被爸爸杀死
了。阿豪在自杀前给女友的短信
里说，他很希望跟动物一样，在

阳光普照时有一些阴影可以躲起
来，可是他没有暗处，只有阳
光，正如他的女友说：“他把所
有的好都留给别人，忘了留点给
自己。”

人性本来善恶共存，正常人
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不可能
一直释放正能量，也不可能一直
释放负能量。让一个人一直呈现
光明，他的内心就会只剩下阴
暗；允许一个人呈现阴暗的一
面，他反而会更加光明。简单来
说，恶释放出来了，善就保留下
来，一直向善，善很可能枯竭。
现实中经常看到，好孩子很痛
苦、坏孩子很快乐，没有人文关
怀的道德教育，很难培养出道德
高尚的人，反而会培养出表里不
一的伪君子或空心化的好孩子。
承认自私，人才能真实鲜活地善
待他人；否认自私，人往往虚假
伪善暗流涌动。空心化的好孩
子，看似完美，往往有攻击社会
或攻击自己的极端行为，甚至成
为新闻里常见的完美犯罪者和完
美自杀者。

家庭的一大功能，就是允许
孩子在一定的红线之内无礼放
肆，允许孩子释放负能量，允许
孩子呈现人性之恶，这恰恰是培
养孩子拥有健全人格的必经之
路。当一个人被善待的时候，他
就会表现人性最美好的一面。而
接纳情绪允许犯错，也是善待一
个人的重要形式之一。

摆脱情感匮乏
路在何方?

大儿子阿豪自杀以后，二儿
子阿和提前获释，结婚生子，回
归了家庭，走上了正途。阿和主
动推动父子之间达成谅解，改善

了家庭关系，激活了家庭情感，
爸爸也不再坚守僵化的信条，一
家人在光明和阴影交相映衬下，
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摆脱情感匮乏的家庭状态有
两个抓手，一是父母的反思和自
我改变，二是孩子的逐渐长大和
对抗回归。

家庭的情感匮乏是由父母的
经验和认知决定的，孩子小时候
只能被动应对，往往无力改变。
如果父母的学习能力较强，尽早
发现并努力反思，寻求专业帮助，
改善情感环境，那么家庭就会少
走弯路。这类反思型父母否定自
己也会痛苦，改变自己更不易，但
父母如若改变了，那么亲子冲突
持续时间缩短，孩子就可以在更
好的家庭环境中轻装启程了。

如果父母没有意识或没有能
力主动改变，那么叛逆（或反思
型）的孩子就是唯一的希望了。
这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孩子必须
在父母的强压下得以幸免，没有
被驯服；孩子在反抗控制的过程
中没有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满
足这两个条件的孩子，成熟之后
有机会自行疗愈创伤，原谅父
母，担当起改善家庭关系、改变
家族文化的使命。这只能在孩子
长大后发生，往往要经历激烈的
亲子冲突及较长时间的阵痛。

人类拥有丰富的情感需求。
没有情感，何谈幸福？物质富有
只是手段，情感富有才是目的。
家庭既要重视物质追求也要重视
情感需要，重视情感匮乏这个家
庭关系的隐形杀手，既要解决看
得见的贫穷，更要解决看不见的
贫穷。只有这样，勤劳和财富才
能真正带来家庭生活的福祉。

（作者系北京中亲联教育科
技研究院院长）

情感匮乏是家庭情感匮乏是家庭关系的隐形杀手关系的隐形杀手
王占郡

最近，台湾电影《阳光普照》获得2019年金马奖5项
大奖，故事情节暴露出一些家庭人文环境和亲子关系的冷漠
和扭曲。

电影中的家庭有两个儿子，爸爸是驾校教练，妈妈是美
容院职员，听话懂事的大儿子阿豪在复读补习，寄托了全家
的希望；二儿子阿和因打架伤人坐牢。爸爸崇尚“把握时间、
掌握方向”的人生信条，把所有的“阳光”都给了大儿子，甚至
对外宣称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却连看都不想看一眼老二。但
是，哥哥需要阴影，弟弟需要阳光。被父爱阳光普照的大儿子
跳楼自杀，在边缘黑暗里的二儿子却浪子回头，出狱后像一股
清流注入这个家庭，担当起家庭走向未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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