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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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心理学协会研究表明，自
控力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实现目标的
关键因素。自控意味着能够以适当
的方式表达和应对强烈的情绪，对
于孩子的学习乃至整体健康发展至
关重要。良好的自控力能让孩子与
他人更好合作，能合理应对挫折并
解决冲突。自我控制的体验持续人
的一生，3 岁以内的婴幼儿也可通
过与他人互动以及在父母的指导下
学习掌握自控技能，为一生的健康
成长打下良好基础。

0—1岁：开始学习管理
感受和行为

婴儿刚出生时几乎没有自控
力，基本上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控
制自己的情绪状态或行为。但是发
展自控力的过程应该始于婴儿出生
的最初几个月，在父母和照顾者的
敏感指导下，婴儿可以开始学习管
理自己的感受和行为。

让自己和宝宝都保持镇定。当
婴儿感受到爱，他会感到镇定自
如，也会更加掌控自己。宝宝初来
人世，对一切都很陌生，又无法用
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所以
时常表现出大哭大闹的崩溃状态。
此时父母要设法让孩子保持镇定。
不同的镇定方法适合不同的宝宝。

有些宝宝需要大量的身体接
触，例如摇摆或拥抱；有些则喜欢
被包裹起来或者放下一分钟。而父
母本身在宝宝失控时一定要保持镇
静，这有助于让宝宝感到安全，也
教会宝宝在失去控制时安抚自己、
冷静下来。

告诉宝宝可以接受的行为。父
母通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只告诉
孩子不可以做的事情。实际上，指
出并向孩子展示他可以做的事情更
有助于自控力的培养。

比如，宝宝如果在家里到处扔
球，可以给他一个废纸篓，让他往
里面扔；或者把宝宝带到外面，并
向他展示他可以在哪里扔以及如何
扔。宝宝如果乱按电视机遥控器的按钮，就把遥控器放到他够
不着的地方，并给他一个有按钮的玩具来代替。这有助于宝宝
从中学习对与错，并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向着社会可以接受的
方向发展自己的兴趣，满足自己的需求。

1—2岁：独立意识增强使孩子需要控制感

1—2 岁的幼儿已明显具有自己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表达
能力。“不”成为此年龄段很多幼儿的口头禅，也是他们宣布
自己独立性的有力方法。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仍有许多事情想
做而做不到，所以很容易感到沮丧。一致的、有规律的成了惯
例的程序对这个年龄的孩子特别有用，可以使孩子在感到无法
控制的时候产生安全感。

给孩子选择决策的机会。1 岁之后，孩子的独立意识开始
增强。接受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给他选择权，有利于孩子
自控力的形成，并奠定良好亲子关系的基础。父母尊重孩子的
一个重要做法，是不替孩子做所有决定。即使是 1—2 岁的幼
儿，也要给孩子自己做主和做选择的机会，这会让孩子知道父
母信任自己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孩子感觉
自己处于控制状态。

比如，让孩子自己来决定要玩乐高还是拼图，要读几本故
事书中的哪一本，要吃两种健康零食中的哪一种。在合理情况
下，尽可能完全放手让孩子做主选择。可以适当引导孩子思考
要做什么决定，比如可以问他：“外面在下大雨，你今天需要
带什么去托儿所呢？”而不是直接告诉他要穿雨衣或带雨伞。

标记并识别孩子的情绪和感受。让孩子知道他的感受得到
了理解，有助于孩子冷静下来并重新获得控制感。这并不意味
着父母屈服于孩子的任何要求。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可通过
命名、识别情绪来帮助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从而学习控制自
己的情绪。比如对孩子说：“我知道你因为要先刷牙再睡觉而
不高兴，要不咱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故事书，看能不能冷静下
来。”

2—3岁：孩子需要学会用正确方式表达需求

这个年龄段的幼儿自控力仍然较弱，父母的最佳反应依然
是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感受，并建议孩子运用可接受的方式来
表达自己。随着孩子的成长，可鼓励孩子多动脑思考，举一反
三，想出其他更多的正确做法。比如除了可以把球扔进废纸篓
里，还可以把球扔进洗衣篮中，而不是扔在墙上。这样孩子就
慢慢学会了用可接受的行为代替不可接受的行为。这种能力对
孩子将来能够自我控制、行为得体并取得学业成功至关重要。

让孩子用语言表达情感和需求。1 岁之前，孩子的语言能
力极其有限，通常不得不用哭闹来表达情感和需求。1—2 岁
之间，孩子的语言能力有所提高，父母就应该开始引导孩子用
语言而非哭闹来和他人交流。两岁之后，孩子语言表述能力有
很大提高，父母要刻意并持之以恒地训练孩子控制自己的情
绪。告诉孩子要好好说话，发脾气、哭闹、撒泼打滚、打人是
不对的，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孩子好好说话的时候，父母要
及时且很好地回应他的诉求，引导孩子慢慢学会用语言表达自
己的需求。

帮助孩子理解他人、学会等待。等待有助于孩子学会自
我控制，也让孩子明白别人也是有需求的。让孩子等待的时
间可以由短到长，等待时，最好让孩子同时有点儿别的事情
做。此外，常让孩子在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的过程中，学
会等待和分享，培养孩子的耐心和同理心。在父母的指导和
大量练习下，孩子将有足够能力在未来与同伴和谐相处、解
决冲突。

如果在人生之初的前三年就能逐步学会镇定情绪、习惯思
考、懂得理解、学会自控，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孩子一定能
更好掌握自己的方向，更加健康地成长和发展。

（作者张桂莉系美国东卡大学教授，美国家庭教育学会主
席；格兰特·海斯系美国东卡大学高级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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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家长问我，孩子的兴
趣班上到中途就想放弃，到底要
不要让他坚持？这确实是个两难
的选择：一方面，家长知道尊重
孩子自主性很重要；另一方面，
如果任由孩子自己做主，遇到困
难就放弃，又不利于孩子毅力的
培养。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呢？其实判断要不要坚持上兴趣
班的标准，关键看孩子是否真正
热爱这件事情。

毅力不是盲目坚持，热爱是
坚持的前提。不少家长在这个问
题上有困惑，是因为误解了“毅
力”的含义，以为毅力就等于无
论如何都要咬牙坚持。其实，毅
力是热爱和坚持的结合。

美国心理学家安吉拉·达克
沃斯是当今毅力研究方面的权
威。她曾写过一本书，名为 《毅
力：热爱和坚持的力量》；从书
名就能看出来，她把热爱和兴趣
放在了坚持的前面。身为华裔，
她对中国文化很了解。她认为，
中国家长和美国家长在培养孩子
毅力方面的侧重点应该是不一样
的：美国家长应更多注意让孩子
坚持，而中国家长则更应强调热
爱的重要性。

一味地强调坚持，绝对不是
真正的毅力。没有热爱做支撑，
谁都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因我
在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工作，所以
了解一些清华学生的情况。不少
学生在高中时非常努力，最终考
上了全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结
果他们进了大学之后忽然就不努
力了。有的学生是因为遇到挫
折，本来以前总是全班第一，现
在却怎么也考不过别人，就干脆
自暴自弃了；还有的学生是觉得
自己都已经考上清华了，就从思
想上松懈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归根结底
是因为这些孩子并不热爱学习本
身，他们一直是被逼着在学习。
因此他们没有坚持的内在动机，
一旦遇到重大挫折，或者外界压
力消失了，他们就容易放弃。就
像安吉拉·达克沃斯说的，真正
能够坚持做一件事，首先你要热
爱它，然后才有自控力。

怎样才能让孩子热爱一件事
呢？最重要还是要培养兴趣，让
孩子自己喜欢这件事。尤其是幼
儿，要让他有充分的自由去尝
试、去犯错、去选择，慢慢地发
现自己的兴趣。兴趣一旦确立，

孩子已经在这条路上努力很久
了，家长就得注意培养他们的坚
持了。

尊重孩子的兴趣，但他必须
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什么时候可
以放弃，什么时候必须坚持？这
个分界点在哪里？关键要看最初
是不是孩子自己选择的这个兴趣
班。这就是既保护孩子的自主性
又培养毅力的方法，即：让孩子
做主，但他要对自己的选择和决
定负责。

如果兴趣班不是孩子自己选
的，他上了一半后发现不感兴
趣，就可以放弃。不要以为一放
弃就没毅力了，这个时候反而是
在保护他的毅力；如果这个兴趣
班是孩子自己选的，就需要逼他
坚持了。因为孩子的天性是对什
么活动都容易感兴趣，但遇到挫
折也容易放弃。如果这个时候逼
他一下，帮他渡过这个难关，他
会对自己更有信心，也会对此更
有兴趣。

我对儿子就是采取的这个简
单原则。5 岁以前，我允许他中
途放弃兴趣班，因为那个时候他
还没有足够的理性判断力，我也
看不准他是真的喜欢还是一时冲

动；5 岁以后，每次报兴趣班，
我都会和他严肃讨论：“你想清
楚了，如果真的想上，那就得坚
持到底，每堂课都得去。”

儿子自己决定报的兴趣班，
如果他哪次不想去，我会坚持让
他去。原因很简单：“你说话得
算数啊！”儿子当然不乐意，又
是耍赖又是哭闹。但我会不为所
动坚持原则，最后儿子一般都还
是会去。有意思的是，坚持去了
之后，他其实并没那么讨厌这个
兴趣班。尤其是一旦克服了目前
的困难，能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之后，孩子就会更喜欢这个活动
了。

在上完这一周期的课后，如
果孩子还是表示不喜欢，我就允
许他放弃了。因为他承诺我的事
情已经做到了，下面还是应该由
他自己做主。

给孩子试错的机会，让他发
现自己真正的爱好。有些家长看
到孩子中途放弃，难免会着急或
觉得可惜，认为之前在兴趣班上
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全都浪费
了。其实孩子经历一个选择的过
程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安吉拉·达克沃斯在她的书

中援引了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小
时候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运动，
练过很多项目，最后才选定一个
方向的运动员，和那些从小就专
攻一个方向的运动员相比，前者
在运动生涯早期的表现确实没有
后者好。但是随着职业生涯的发
展，前者的表现会越来越好，最
终会超过后者。原因有几点：第
一，他们会更喜欢自己精心挑选
的这项运动；第二，他们试了一
圈，才发现自己最擅长的运动，
不像那些从小专攻一个方向的运
动员，早期的优势更多是靠强化
训练出来的；第三，他们早期的
那些乱选乱练，让他们的肌肉发
展更全面，而那些从小专攻一个
方向的运动员更容易受伤。

所以，家长不用那么着急。
就像成年人谈恋爱一样，不是所
有的恋爱最后都要进入婚姻。与
不合适的对象早点儿分手，总比
将来离婚好。早点儿放弃不是自
己真心热爱的活动，也不是浪
费，而是及时止损。培养孩子的
兴趣爱好，也是关乎他一辈子的
大事，要给孩子充分的时间去发
现自己真正的爱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热爱才能坚持热爱才能坚持 自主也须自律自主也须自律
赵昱鲲

家教主张

在当今学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有的家长会
有顾虑，担心发展孩子的特长会分散精力耽误学
习，其实不然，如果能真正找到孩子的特长并充分
发展，很可能对孩子的学习产生促进作用，让孩子
建立自信心，甚至能在高考中获得加分，帮助孩子
进入理想大学。

我班上曾有一位姓孙的女同学会拉中提琴，初
中时就是人大附中校乐队的成员。上了高中后，因
为课业负担变重，不能像以前那样积极参加校乐队
的活动，后来被音乐老师要求退出乐队。孙同学情
绪很低落，发誓从此不再拉琴；家长也认为要集中时
间和精力在高考上，索性不想让孩子再拉琴了。我
发现这件事后，找学生家长谈了一下，建议孩子可以
不参加乐队，但特长一定要保持下来，不要放弃。

我常年带高中毕业班，注意观察和研究高校招
生政策。各个大学为了繁荣校园文化，每年会拿出
一定比例的指标招收艺术特长生，在高考中会有加
分。而且在家练习时间不用太长，我建议孙同学一
周拿出两个小时练琴，临近特长生测试时再集中时
间冲刺一把。

孙同学和她家长接受了我的建议，中提琴一直
没有放下，坚持在家练习，孩子的情绪也好转了。后
来孙同学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高三课紧，学业繁重，
而我的各科复习却也能一一安排停当。学业与练琴
两不误，考试与考琴两不误⋯⋯紧张中享受安逸，繁
杂中并不自乱。如此种种所赖唯一：目标明确，放眼
远方，自然走出一条笔直大道。”孙同学后来成功被
清华大学录取为艺术特长生，学习信心也更足了。

在我带的班级里，学生的特长都受到鼓励，尤
其是那些学习基础差一些的孩子，我会更鼓励他们
坚持自己的特长并发挥出来。有一年寒假，我陪女
儿去清华大学参加艺术冬令营测试时惊喜地发现，
我带的班级就有15人去参加艺术特长生的考试。

有些学生的长项是科技创新。很多家长、老师
都会担心，进行科技创新活动会影响课内学习。其
实如果处理得当，两者可以相互促进。搞科技创新
活动，往往要接触比课本内容更深入的知识，当孩
子掌握了这些知识后，会有更广阔的视野，在相关
的一门或几门学科中就会站得高、看得远，在解决
课内的学习问题时会更加得心应手。

爱好和特长蕴藏着孩子内在生命动力爱好和特长蕴藏着孩子内在生命动力
王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持美国陆军精神病治
疗工作的精神病专家威康·孟宁吉博士发现，最后
精神崩溃的多数不是一线的战斗人员，而是被分派
到错误岗位的人。可见，扼杀一个人的特长，既是
扼杀他的前途，也是扼杀他的健康。同理，强迫孩
子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件令
人痛苦的事情。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特长，而老师和家长
的责任之一，就是去发现并强化孩子的长项，让孩
子因此而更加自信、快乐、有成就感。其实孩子自
身的潜力是巨大的，只是我们常常没有找到开启这
种潜能的钥匙。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世界上
没有才能的人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教育者要去发现
每一个学生的禀赋、兴趣、爱好和特长，为他们的
表现和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正确引导。

热点聚焦

特长与学业可以两不误

人一生的时光和精力有限，尤其是
在社会分工日趋精细的今天，一生能做
好一两件事已属不易，绝不可能十八般
武艺样样精通。聪明的办法是集中主
要精力打磨刀刃，而不是打磨刀背。在
发展孩子特长这条路上，家长应该掌握
两个原则：一是充分尊重孩子真正的爱
好和天赋；二是不要贪多求全，盲目发
展特长，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我有一位老同学的孩子特别喜欢
画画，但其他科目都成绩一般。老同学
因为担心孩子在画画上浪费太多时间，
和孩子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我建议
老同学找绘画方面的专家对孩子的画
作进行了鉴定，确认孩子的确有这方面
的天分。于是我又建议这位老同学，把

孩子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
院的考前辅导班集中学习3个月。高考
当年的 3 月份，孩子通过了艺术学院的
专业测试，后来的文化课考试成绩也达
到了要求，最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

我发现许多家长在发展孩子特长
方面存在误区。不少家长给孩子报了
很多项特长班，但没有充分尊重孩子
自身的意愿和需求，没有目的性，结
果花了不少钱和时间，却培养了一个
没有童年缺乏童趣的孩子，甚至由于
家长给孩子施加的压力太大，使孩子
难以承受，对发展特长产生厌倦情绪。

其实发展的特长项目太多，不仅
加重孩子负担，还使原本真正的兴趣
和特长没有足够时间去练习和发展，

最后可能一样都没发展好。
拿破仑称帝登基后，近臣们开始训

练将来要继承帝位的他的儿子。他们找
了18位精通各种治国技能的老师，在宫
廷里轮番教育小拿破仑。可怜的小拿破
仑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小小年纪却承
受如此重压，终日郁郁寡欢，失去了生命
的自由与热情，最终一事无成。

只有让孩子找到自己真正的爱好
和特长，才能唤发内在的生命力和动
力。家长应在尊重孩子兴趣和天赋的
前提下，明确目标，集中精力，帮助
和引导孩子专心发展自己的特长。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基础教育
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附
属学校执行校长）

3 集中精力发展孩子真正的天赋特长

一个人变得优秀往往是从发挥自
身的强项开始的。本来很多孩子有自
己的天赋特长，结果由于不正确的教
育方式，使得孩子的特长被埋没了，
最后成为没有个性、没有特点的书呆
子，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一个人只有坚持自己所长，才拥有
更多成功的可能性或是找到自己真正
喜欢做的事情。日本人盛田昭夫的父
亲是个酱油坊主，父亲希望他子承父
业，可是他喜欢并且选择了无线电，后
来创立了索尼公司；美国人福特的父亲
是个富有的农场主，可福特从小喜欢摆
弄机械，他没有继承家业，只身跑到芝
加哥去做机械工，后来成为汽车大王。

我 带 过 的 班 级 有 一 个 学 生 叫 孟
博，个子很高，喜欢打篮球，但学习

成绩不好，上课经常迟到。他是班级
篮球队队长，率队获得了年级篮球比
赛 冠 军 ， 成 了 班 里 的 明 星 。 自 此 之
后，孟博同学身上有了自信的感觉。

我抓住这个机会鼓励他：“你既然
能把篮球打好，篮下动作这么灵巧，
说明你智商还是很高的呀！”孟博听我
这样说，眼睛一亮：“我智商本来就不
低！”“智商高学习能不好吗？如果你
学习也像打篮球一样用心，我相信你
学习成绩肯定能上来。”

后来，孟博同学学习变得用心了，
上课也不迟到了，学习态度有了很大转
变。因为他在发挥自己篮球特长为班
级争光的过程中，找到了被人尊重的感
觉，找到了自信，再加上老师的鼓励，就
变得自律而上进了。后来这个孩子去

了美国并考上了不错的大学。
有一个关于橡树的故事说明了同

样的道理。一个美丽的花园里长着苹
果树、橘子树、梨树还有橡树。到了春
天，其他树都盛开着娇艳的花朵，只有
橡树没有开花，所以它很不快乐。有一
天一只天鸟落在了橡树上，对它说，你
永远也不会开花，因为你不是苹果树、
橘子树或梨树，但你的使命就是让鸟儿
栖息，为游人遮荫，使环境美丽。橡树
豁然开朗，后来长成了挺拔的参天大
树，感受着生命的快乐。

与橡树一样，每个人都有上天赐
予的独特天赋，也都可以用自己擅长
的方式发光。教育也是一样的道理，
真正的素质教育应该鼓励学生发展各
自的天赋特长。

2 让孩子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发光

1

谭寻

（九岁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