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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前，我眼睁睁地看
着父亲的生命就像油灯一样在
风中摇曳，最后慢慢熄灭，那
种心痛无以言表，只觉得自己
的心一下被掏空了，任凭眼泪
肆意流淌……

父亲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
的名字都不会写，记得每次生产
队里年底分红，他就拿出那个一
年只用一次的私章盖个红印，或
者干脆按个手印。父亲虽然没
什么文化，却在我的记忆长河里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东西。

父亲的珍贵品质历久弥新

父亲聪明能干。母亲去世
后，父亲既当爹又当妈，每次
我和哥哥们的衣服、裤子破
了，父亲就在我们入睡后开始
缝补，总是补得平平整整服服
帖帖，第二天我们穿出去总觉
得很有面子。作为生产队长，
每次大队召集开会，表面看他
似乎总在打瞌睡，可回来向社
员们传达会议精神时，又总能
讲得头头是道，从未出过任何
差错。

为了让村里人过上好日子，
他除了带领大家种好农田外，还
提议生产队买两条水泥船，组织
村上的男人到无锡钱桥跑运输，
所以到了年终，我们生产队的分
红总是全大队最高的。

父亲责任心很强。当生产队长时，几乎每天晚上，他
都会带着我到村上其他干部家，和他们一起认真分析庄稼
的长势，寻找相应的对策，并妥善安排好第二天的农活，
记得我常常是在睡梦中被父亲叫醒了回家的。第二天一
早，父亲又早早起床，安顿好我们后，拿着哨子从村头一
直吹到村尾，一边吹一边大声宣布当天的分工，要带好什
么农具，然后率先来到地头，边干活边等大家。

这份责任心也传染给了我，从三年级开始放学回家
后，我就承包了将晒在院子里的东西收回家、割草喂羊、
烧晚饭等家务，从不要父亲费心。

父亲勤劳善良。母亲在世时身体不好，孩子又多，所
以家里很穷，父亲总是想方设法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每
当农闲时，父亲就挑着一副担子，到别的公社去穿村走
巷，用准备好的糖、针等小日用品换人家的破烂，嘴里不
停地喊着：“换糖——换眼线……”

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时才回
家，回到家往往已筋疲力尽，但家里的破烂堆得像山一样
高，他还要和母亲一起整理，再拿出去卖钱。受父亲的影
响，我这个没妈的孩子，总喜欢缠着村上的婶婶、阿姨学
这学那，什么包粽子、做鞋、纺纱、织布、钩花边、绣花
等，我几乎样样都会。父亲穿的第一条的确良裤子、第一
件的确良衬衫就是我赚钱给他买的。

父亲是村上出了名的老好人。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
未和人红过脸，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吃亏就是
福”。那时尽管家里穷得叮当响，但父亲对人总是那么慷
慨大方，哪家缺啥，第一个送上门的准是父亲；我家自留
地里只要有好吃的，常常会有村里人不请自摘，父亲从不
会说什么。

父亲重情重义。我妈嫁给他时带过来一个女儿，后来
又生了两个哥哥和我，但父亲对姐姐一直视如己出，很疼
爱她，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不知道姐姐不是父亲亲生的，
而我唯一一次挨父亲打，竟然也是因为我说了姐姐坏话。
所以至今，我们兄弟姐妹一直相亲相爱，从未闹过矛盾，
谁家有什么事都会相互帮衬。住在邻村的叔叔，一年有好
多次要来老家的地里干活，父亲总会提前打发我去叫叔叔
婶婶来家吃饭，自己则在家变着法儿做好吃的招待他们。

父亲的爱一直都在

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资产，是他对我们满腔的爱。
虽然我8岁就失去了母亲，但至今回想起来，从没觉得自
己在成长中缺少过爱。从小到大，父亲似乎从没对我高声
说过话，更不舍得骂我一句、打我一下，只是默默地关注
和照顾我。

那时家里很穷，父亲连水烟都抽不起，我们每学期两
元钱的学费也交不起，常常要拖欠到年底分红或卖掉猪后
才能补交，有时还要申请减免。但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
父亲几乎每个月总会带着我上一次街，给我几分钱，让我
自己去买点好吃的。

那时家里没有钟，不好掌握时间。有一天凌晨，我跟
着父亲走到街上后，天还没有亮，茶馆、商铺店门都关
着，好不容易问到一个人，才知道当时是凌晨2点，我和
父亲只能傻傻地坐在石板上等天亮，但我的内心依然充溢
着快乐和幸福感。每年暑假，父亲也总会定期给我几分
钱，让我买冰棍吃。每次拿到钱后，我总会竖着耳朵听有
没有人在喊：“啊来买阴凉赤豆棒冰啦……”吃到冰棍时
的满足感是不言而喻的。

夏天的夜晚，父亲常常会一边打着瞌睡一边给我摇蒲
扇，有时会突然定格几秒，扇子停下，然后父亲又突然惊醒，
继续给我摇蒲扇。后来我考取了师范学校，终于可以离开
农村了，父亲恨不得敲锣打鼓告诉全世界，还硬是操办了几
桌酒席庆贺了一番；等我终于长成大姑娘，找到如意郎君要
出嫁了，父亲更是忙前忙后张罗着，为我置办嫁妆……

让我永远不能释怀的是，父亲中年丧妻，但为了我们
一直未再娶。一开始父亲怕有了后妈会虐待我们，所以再
苦再累他都一个人扛着；后来等我们长大一点时，他经人
介绍认识了一个很谈得来的女人，可到谈婚论嫁时，对方
提出要把家里箱子的钥匙交给她保管，父亲当即决定不娶
了，因为箱子里藏着我母亲为我出嫁时准备的土布。父亲
把那些土布看得非常珍贵，曾经在灾荒时为了养活我们，
不得不拿出几块土布去换米吃，但家里情况稍有好转，他
又请人如数织好放进了箱子。

父亲离开我很久了，可很多时候我又觉得父亲从来没有走
远，他一直在我身边守护着我。让我常常感到心痛的是，除了
清明节献上一束鲜花，烧上一些纸钱，在他坟前磕上几个头，我
再也找不到任何报答他的机会。愿天堂里的父亲一切安好。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父
亲
从
未
走
远

父
亲
从
未
走
远

陈
惠
芬

码上听见

凡人家话

码上听见

儿童权利包括哪些方面内容？为什么说儿童权利是家庭教
育的起点和归宿？父母怎么做才是尊重儿童权利，才能促进孩
子的健康成长？在近期的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公开课中，天津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关颖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
家孙云晓认为，漠视儿童权利反映了父母自身教育素质的缺
陷。两位专家呼吁，父母要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

不尊重儿童权利不尊重儿童权利 搞不好家庭教育搞不好家庭教育
陈明 本报记者 杨咏梅

热点聚焦

不少父母都喜欢吐槽孩子
总喜欢跟自己对着干，总惹自
己生气，关颖刚出的一本以儿
童权利为主题的新书，名字却
叫 《别跟孩子对着干》，她
说：“很多时候是父母违背孩
子的意愿在先，因为对孩子的
支配欲和控制欲，总喜欢让孩
子什么事都听自己的，实际上
是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跟孩
子对着干’。”她认为不少父母
的初心的确是为了孩子好，但
是因为没有把孩子当作一个独
立的人去尊重和理解，就会出
现南辕北辙的结果。

有的孩子小时候活泼爱
笑，但上学以后就逐渐变得

“没表情”，尤其到了青春期，
学习很少有内驱动力。对此，
孙云晓认为，很多在父母看来
不喜欢的表现，经常是儿童特
点和个性的表现，要多给予尊
重和理解。“比如叛逆，是孩
子在表达想自己做主的意愿，
父母要看到孩子叛逆当中体现
出来的珍贵品质，先学会倾

听，听听孩子的心声和道理。”
关颖也认为，倾听并让孩

子做出选择，是尊重孩子参与
权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
有的孩子‘没表情’，不爱跟
父母说话，是因为他自身的意
愿没有机会表达，什么都由父
母做主，久而久之就不想和父
母交流了”。

有的父母可能会质疑，那
孩子做危险的事情也不能管
吗？孙云晓说，作为家庭教育
的主体责任者，父母对于孩子
的不良行为当然有干预的权
力，但一定要讲方法，教育的
前提是对孩子的理解和尊重，

“儿童权利有一个最简单的原
则，就是儿童利益最大化，怎
么做对孩子最有利就怎么做”。

关颖认为，干预孩子的不
当或危险行为，恰恰是对孩子
生存权的尊重和保护。在孩子
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是需
要受到成人社会保护的，包括
安全、生活、交友等各个方面。

她特别提醒父母要注意，

不要把孩子的特点当作缺点，
“有的事情并不是孩子故意犯
错或故意跟大人对着干，只是
由于缺乏社会生活经验而不小
心犯的错，父母就应该多一些
包容和理解，不要不分青红皂
白就是一顿训斥甚至责打”。

关颖说：“孩子的每一个
非正常行为背后，都有一个正
当的理由。”比如小孩子看到
天气冷了，以为家里的小金鱼
也会觉得冷，于是把开水倒进
鱼缸里给鱼加温，结果鱼全死
了，家长认为孩子在搞破坏，
一顿乱揍。其实，孩子这样做
只是因为缺乏常识，并不是故
意要惹父母生气。

孙云晓很认同这一点，他
强调做父母要有智慧，“当孩
子做了一件你认为不可理喻的
事情的时候，先不要急着批
评，可以给孩子一个陈述的机
会，也给自己一个了解孩子的
机会，对孩子合理的地方进行
肯定，做得不对的地方再帮助
他吸取教训”。

学会理解和倾听，勿再以爱之名伤害孩子2

教育家陈鹤琴曾经指出，
中国父母有三种错误的儿童
观，一是把孩子当作一个小
人，是成人的雏形，二是当作
父母的财产，三是认为孩子总
是错的，父母总是对的。关颖
以社会学视角研究家庭教育30
多年，尤其对家庭教育中的儿
童权利有深入研究。她认为陈
鹤琴多年前谈到的儿童观问题
今天依然存在，家庭教育中的
很多误区，症结就是父母对儿
童权利的无知和漠视。

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96个
国家为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
约》缔约国。在1989年第44
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是有关
通过《儿童权利公约》决议草
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1990年
8月，中国在联合国签署该公
约；1991年12月，全国人大
批准加入该公约；1992年4月
《儿童权利公约》 在中国生
效。儿童权利包括儿童的生存
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
权，也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中心内容。但关颖举生活中
常见的例子说明：“有些父母

什么事情都替孩子做主，实际
上是用‘亲子一体化’的错误
观念剥夺了孩子的参与权。”

谈到目前家庭教育中普遍
存在的包办代替现象，孙云晓
认为这是对孩子发展权的漠视
和剥夺。“例如绝大部分孩子
在1岁以后、最晚2岁就可以
自己吃饭了，但很多家长还要
坚持给孩子喂饭，甚至到五六
岁了还非要在后面追着喂，这
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自主发展
的空间和权利，也对孩子造成
了伤害，因为相当于在告诉他

‘你不行’‘你什么都做不
好’……”

关颖指出有的父母总是试
图用自己的意志去左右孩子，
要么拔苗助长，要么把孩子变
成实现自身愿望的工具，给幼
小的孩子造成很多身心伤害，
也是对孩子正常的发展权利的
漠视。孙云晓还分享了陈鹤琴
的另一个观点，即凡是儿童能
做到的事情，大人不要替他去
做，孩子进一步、大人退一步，
这就给了孩子一个发展空间。

谈到一些发生极端事件或

者亲子悲剧的家庭，孙云晓
说：“为什么有的父母很有责
任心，投入也很多，但是却带
来不好的结果？可能父母犯了
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尊重
和不理解孩子。教育的根本目
的是让人获得幸福和自由，获
得和谐的发展，不尊重孩子的
权利，孩子就不可能成人，更
谈不上成才。”

两位专家都认为现在不少
父母过于注重学业而忽视孩子
的睡眠、运动和娱乐，甚至剥
夺他们与大自然接触的时间，
都是漠视儿童权利的表现，对
孩子的身心健康与长远发展非
常不利。

“学习好是必要的，但是
有智慧的父母不会只让孩子埋
头死学，会通过一些方法让孩
子两不耽误。”孙云晓举例
说，一位妈妈有两个上小学的
儿子，每天接他们放学后先不
回家，而是先到家附近的公园
里让他们俩疯玩一小时，孩子
们开心地释放能量之后，回到
家洗个澡再开始写作业，动静
结合反而有更高的学习效率。

错误的儿童观，导致家庭教育问题丛生1

可以说，儿童权利在生活中
无处不在，有儿童的地方就有儿
童权利，但公民的知晓率却很
低。中国儿童中心2014年做的调
查显示，有75%的家长没有听说
过儿童权利。关颖还遗憾地指
出，媒体人和教育工作者对儿童
权利的知晓率也不高。

她举例说，一些媒体举行的
孝心少年评选活动中，不少孩子
是因为父母没有负起监护的责任
和义务而被迫担起生活的重担。

“这些活动的本意是为表扬孩子的
孝心和美德，但在舆论引导上容
易忽略对儿童权利的保护。”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对父
母的监护责任早就有相关规定，
但在很多人头脑里还没有这个概
念。全民普法不到位，一些媒体
法律意识淡薄，甚至为了博人眼
球，没有考虑到对儿童权利的保
护。”

孙云晓认为，对儿童权利的
尊重还体现在创建儿童友好环
境，但现实生活中对儿童不友好
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购买成人
车票的身高标准，就需要根据现
在孩子的身高发育情况来灵活调
整，而不应是一个僵化的标准。

“要相信儿童是解决自己问题

的专家。”孙云晓呼吁家庭教育工
作者要关注家校协同育人中儿童
参与的问题，“真正的儿童参与
应该是，一切与儿童有关的事情
都要听取儿童的合理意见，可惜
我参与了很多家校合作或家庭教
育会议，几乎听不到儿童的声
音”。

两位嘉宾都认为，家校合作
的目的不应该是老师和家长联手
来对付孩子，而是家庭与学校既
协同合作又各司其职，共同为孩
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和成
长环境。

关颖最后强调说，儿童权利
与生俱来，不是成年人给予的，
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父母只有真
正把孩子当作一个权利主体来看
待，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才会考
虑孩子的需要，倾听孩子的声
音，让孩子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
和自由。”

她认为，要真正做到尊重儿
童权利，“悟道”比“谋术”更重
要。“悟道是做正确的事，谋术是
正确地做事。不少父母都喜欢从

‘术’的层面去寻求家庭教育的方
法，但如果没有尊重和保护儿童
权利之‘道’，就可能事与愿违，
努力越多，离孩子的成长规律和
育人目标越远。”

尊重儿童权利，“悟道”比“谋术”更重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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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网上看到父母粗暴
打骂孩子的视频，平时也常耳
闻目睹父母对孩子颐指气使或
粗暴对待的情况，心里非常难
受。有的父母并非偶尔为之，
而已经形成了一种言语或行为
上的“习惯性粗暴”。他们或
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对孩
子身心带来的伤害和在亲子关
系中埋下的隐患，或者意识到
了却没有改变的勇气。孩子从
小被习惯性粗暴对待，等到他
自己长大成为父母后，也可能
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孩
子。好的家风会代代相传，不
好的家庭习惯也会形成恶性循
环。

“习惯性粗暴”源于缺乏
对生命的基本尊重。父母粗暴
对待孩子的根源往往是因为不
尊重孩子，不把孩子当一个有
独立人格的生命来看待。尤其
是孩子小的时候，父母骂一顿
或打一顿，孩子没有能力反
抗，其实这和恃强凌弱没有本
质区别。仔细观察，不尊重孩
子的父母，往往也不懂得尊重

他人，说到底也不会尊重自己。
还有的父母觉得孩子是自己生
的，理所当然是自己的私有物
品，自己有完全的处置权利和自
由，想怎么对待就可以怎么对
待。这种观念根源上是对生命的
不尊重，是对儿童权利的漠视。

“习惯性粗暴”的态度来自
原生家庭的影响。不少对待孩子
粗暴的父母，自己在原生家庭也
同样被粗暴对待。家庭环境中的
耳濡目染，使他们不由自主地沿
袭了父母的生活习惯和教养方
式。成为父母后，就从“受害
者”变成“施害者”，将这种方
式复制到自己的亲子关系中，也
以粗暴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还
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父母就
是这样做的，我就是这样长大
的！”于是这种不当的方式就上
行下效代代相传了，形成一种可
怕的恶性循环。

“习惯性粗暴”成为现实压
力的宣泄途径。现实生活的压力
无处不在，有的父母在工作或生
活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又没有
学会用合适的方法或途径来释放

压力，回到家一看到孩子有什么
不顺眼或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地
方，就马上找到一个宣泄的出
口，开始对孩子恶语相向甚至拳
脚相加，孩子变成了可怜的“替
罪羊”。打骂孩子暂时不用付出
什么代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习
惯，心情不好了就拿孩子出气，
变成习惯性粗暴。但“出来混总
是要还的”，父母这种自私、不
理智的行为对孩子身心和亲子关
系造成的伤害将是深远的。

某种行为成为习惯，的确不
容易马上改变，但只要父母意识
到了粗暴态度对孩子带来的伤
害，也不愿意被这种不良习惯所
控制甚至代代相传，改变就有了
动力和契机。

反思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
用敬畏心尊重每一个生命。为人
父母者首先要反思自己对待生命
的态度。作为有灵魂有思想的高
等动物，我们应该如何尊重生命
尊重他人？其实，尊重他人也是
尊重自己。当父母们对生命时刻
葆有一种深深的敬畏和尊重，葆
有一种高贵的悲悯和欣赏，对待

孩子的眼光和态度就会完全不一
样。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孩子从小被尊重被善待，才能与
这个世界建立和谐的关系，才能
学会以爱和尊重去对待别人。父
母还需要建立正确的儿童观，孩
子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宝贵礼物，
是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不是
父母的私有财产，更不是可以随
意对待和处置的物品。

反观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原生
家庭，让不当行为在自己这一代
中止。如果父母是“习惯性粗
暴”的受害者，从小也被原生家
庭伤害过，更可以深刻理解这种
方式带给孩子心灵的伤害和一生
都挥之不去的痛苦烙印，就当下
决心从自己开始改变，不让自己
曾经历的痛苦在孩子身上再现。

当父母忍不住要对孩子恶语
相向甚至棍棒交加的时候，请给
自己几秒钟的暂停时间，把孩子
想像成童年的自己，回忆一下自
己被粗暴对待时的痛苦感受，看
见自己内心那个曾经可怜无助的

“内在小孩”。有了这样的反观和

觉察，父母才能深深领悟：每一
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学习
做成熟理智的父母。成为合格的
父母并不容易，不少父母在心智
上并没有发展成熟，或者还没有
真正做好当父母的准备。对孩子
习惯性粗暴的父母大都是不能
很 好 控 制 和 管 理 自 己 情 绪 的
人，育儿过程中遇到各样问题
或挫折时，他们的心智水平和
心理能量不足以应对和解决问
题，于是要么选择逃避、要么
选择爆发，把孩子当成恶劣情
绪的牺牲品。

所以，父母先要努力成为合
格的人，成为能对自己的情绪负
责的成熟理智的人。为人父母的
过程是和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
养育孩子的过程是父母不断修炼
自身，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爱心
和耐心的过程。只要意识和觉察
到自身的问题并愿意去改变和成
长，就有机会重新学习做一名合
格的父母。

（作者系家庭教育指导师、生
命化教育与儿童阅读推广人）

“习惯性粗暴”为亲子关系埋下隐患
王莉

家教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