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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家长感言】

陪伴是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
家庭教育很大的麻烦就在于很多时候我

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是“谁”或者有可
能成为“谁”，时常让人疑惑的总是这样的问
题：我怎样才能把孩子教育好呢？有个说法一
直被人看作是一种消极的应付态度而不断地
作为反面教材被提及，那就是“当一天和尚撞
一天钟”，其实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背后
自有它的深意：只要你当一天的和尚，你就有
责任撞一天的钟。 这在旁人看来极其枯燥的
工作，因为责任使然、信仰使然，你也能够让
它变得充满趣味和韵致。由这个比喻，我想到
为人父母这件事，往往就是一辈子“撞钟”的
工作，养育和教育孩子，几乎也成了我们一生
无法逃脱的责任。选择为人父母，就是选择一
种人类普遍的宿命， 你必须也只能以积极的
建设者的态度， 努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比
自己更优秀、更健康、幸福的人。

这样的道理说起来总是容易的， 谁不曾
对自己的孩子抱有梦想呢？ 著名画家黄永玉
先生说： “孩子是我们的甜美， 也是我们的
悲伤， 是我们的骨肉， 我们的心。” 在这优
美、 隽永的句子背后， 是一个父亲对生命深
切的体验和对为人父母的责任极富张力的概
括。 孩子未来即在父母的生命中， 又在父母
的手心上。 那么真正的好父母在哪里呢？

为了写作《父母改变 孩子改变》一书，

我在山东、上海、江苏、福建、湖北、四川、广东
等地作了大量调查，调查的结果既让我震惊，

也印证了我十多年来在基础教育学校对学生
的观察：一个“问题学生”背后，往往有着一个
“问题家庭”，一个孩子的成长出了问题，原因
有可能出自学校与社会， 但更本质的原因一

定在于家庭。而从家庭中找原因，往往问题又
出在早期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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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最著名的儿童教育
家蒙台梭利说过， 一个人无论身心哪个方面
的疾病，如果病根出在童年的话，往往是很难
治愈的。 因为童年所有的影响，对一生而言，

都是一种文化“刻印”，一旦刻上几乎终身难
以更改。童年确实是生命之根，我们无论怀着
怎样的虔敬之心来理解自己作为父母对孩子
成长的“培根”工作都不为过。

在我看来， 陪伴孩子成长不但是父母的
核心责任， 也是父母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
物。 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的营养学家兹泰尼
研究发现，

79%

的青少年都喜欢跟父母在一
起吃饭， 晚餐时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比吃什
么更为重要。 很多研究表明， 全家人一起吃
饭会有助于孩子获得较好的营养、 较高的学
业成绩。 跟父母在一起吃饭的孩子， 会较少
地发生抽烟、 喝酒、 吸毒、 打架等行为。 哪
怕父母双方只有一个人能够赶上晚餐， 也同
样能达到以上的效果。 因为通过吃饭这种方
式， 把孩子聚拢在父母的身边， 父母对孩子
的注视本身具有一种显在或潜在的教育力
量， 同时父母也是在通过自己生命的示范，

每天都影响着孩子的成长， 好父母确实就是
一个好范本。

但是我的问卷调查和个别访问的结果都
使我发现，看上去最为简单的陪伴，在很多家
庭中却是一件难事。 中学生一天时间没有跟
父母说过话的达到了

8%

左右，每周和父母一
起吃饭达到

7

次以上的不到一半，有烦恼能找
父母交流的不到

15%

。 可以这么说，孩子在童
年时，你不和他生活在一起，你不和他一起用

餐，不陪他说话，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你可能
就不知道怎么和孩子交流， 也难以与孩子交
流，甚至你和他交流的姿态都会不太自然，这
样的错失你可能难以改善与弥补。

在一个人的童年， 父母的存在尤其是母
亲的存在代表着安全、 温暖和欢乐， 一个孩
子对母亲的需要是本质性的、 不可或缺、 不
可替代的， 一个孩子如果在他年纪太小、 尚
未有所准备、 恐慌无助的时候不能和母亲生
活在一起， 或者母亲经常长时间离开他， 这
种分离一定会导致心灵的创伤， 因为它侵犯
了人与人最基本最重要的联系———母子纽
带。 一个从小没有母亲的人往往一生都是疼
痛与茫然的， 一个在成长过程中母亲经常不
在场的人， 同样难以获得充分的爱， 这一切
都会影响到他生命的舒展与自我确认。 某种
意义上也可以说， 一个人的成长， 最大的问
题不是他的生活处境， 而是他能否得到父母
的陪伴、 抚爱和鼓励。 可以说， 童年的错失
往往是一生的错失， 童年过不好的人自我修
复之路很难也很漫长， 童年的幸福是人一生
幸福的半径。

家庭教育越来越需要父母具备必要的生
儿育女的知识， 但更重要的也容易被人忽视
的却是为人父母的本分： 你要想让孩子成长
得更正常、 更健康、 更快乐， 你就应该更充
分、 更耐心地陪伴他， 培养一个正常人需要
的就是正常的生活， 这一点做到了， 孩子就
不会有大麻烦。

对孩子成长的思考， 一定要转向家庭、

转向父母的责任。 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
并不简单： 当我们有机会外出旅行时， 是否

首先考虑的就是一定要把孩子带上？ 当我们
下班时， 下班的路是否是回家的路？ 周末的
时间是否是家庭的时间？ 可能更为严峻的
是， 当我们外出谋生时， 无论具体的生活有
多大的困难， 我们也能想方设法甚至历经艰
辛把孩子带上吗？ 农村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
一方面是情势所迫， 万不得已， 另一方面也
是我们的文化存在问题， 我们很容易就选择
了把孩子留在孤独、 无助、 疏于管教和缺少
疼爱的环境之中。 而实际情况往往是， 孩子
不在你身边， 一定就在各种危险之中。 由于
童年影响具有刻印般的不可逆转性， 后面要
想进行补救， 一定为时已晚， 丧失了成长与
教育的最佳时期， 这也意味着木已成舟， 更
多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什么是最好的家庭教育 ？ 最好的教育
就是和孩子生活在一起， 让孩子远离孤独、

无助与恐惧， 看着孩子长大也是我们最大
的幸福。 我曾在福州一所小学作了个外来
工子女家庭教育的问卷调查 ， 很多父母都
谈到 “孩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才算一个完
整的家”， “把孩子带到身边是我做得最对
的一件事情”， 其实， 只有你和孩子生活在
一起， 你的艰辛和对家庭的责任感才能成
为教育孩子的一种优质资源 ， 孩子才可以
很直观地看到生活的不易， 看到父母的付
出。 这一切都有助于孩子责任意识的培养，

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 同时能够激
发他内在想要改变自己的愿望。 教育说到最
后， 就是改善遗传、 改进文化， 遗传很多方
面是不能改变的， 但可以改善它。 教育很重
要的作用在于改进文化， 我认定在家庭之中
核心的文化就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父母陪
伴着孩子成长， 在有爱、 有鼓励、 有帮助的
地方， 即使生活很艰辛， 生命照样可以很健
全、 很健康。

自己的孩子自己带
一口气读完张文质老师的《父母改变

孩子改变》，感触最深的莫过于：无论你到哪
里谋生，无论你生活多艰辛，请一定带上你的
孩子！ 我们家乡也有这样一句普通却包含生
活哲理的老话：自己的孩子自己带。我的理解
是自己的孩子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教育， 因为
父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老师， 家庭则是人生
的第一所学校，也是最重要的学校，家庭教育
是人成长的根部，更是人成才的根本。

陪伴从分娩开始
家是温柔的港湾，再苦再累，再难再险，

当我们走进自己的家，感受到的是温馨，是安
全。当孩子在母体里感受到母体给他的安全，

当他在降临人世时感受到父母给他的安全，

当他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家庭给他的安全，

那么，当他长大成人以后，源自内心的恐惧很
可能就会少一些。

我的女儿出生时是自然分娩的， 当妻子
紧握着我的手用力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女儿
是可以感受到父母给她的安全的。 当她发出
第一声啼哭的时候，妻子忘却了分娩的疼痛，

伸出了她柔弱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女儿。也
许女儿的第一声啼哭就是她母亲交给她的，

也是我们对孩子的第一次自立的培养。

平安分娩是女儿降临人世间的第一个感
受：安全。平安降临，在她今后的人生中，就会
少一分恐惧，少一分磨难。我觉得自然分娩其
实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对孩子最好的陪伴：

同呼吸，齐努力，共命运！ 也许它给母亲带来
的危险会大于剖腹产，但对新生儿来说，却是
他们一生的唯一。 足月分娩，自然分娩，也是
孩子产生安全感的源头。

“分离”从分床开始
我们要及早让孩子知道，人生在世要“滴

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我
们要创造机会，让他从“母体”分离出来，否
则，当他成人了却不能独立，那无论对父母还
是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

女儿
3

岁时， 我们便开始让她自己睡一
张床， 这样尽管我们晚上的睡眠质量会比同
孩子睡在一张床上要差一点， 但这样的安排
对她将来的发展也许会更好一些。 为了使女
儿懂得自立， 女儿刚开始学步的时候， 我们
常常放手让她走一两步， 有一天晚上我们将

她放在大门旁， 让她自己走回到房间，

对她喊着： “馨馨， 走过来！” 初学走路
不知道控制平衡， 但她还是晃晃悠悠走
了十多米， 扑进了我们的怀抱。 女儿从
小就喜欢吃煎鸡蛋， 当她长到

5

岁时， 我
开始引导她跟我学煎蛋， 而她真的很快
就学会了。

我们这些当父母的，一定要让孩子学
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万不可含在嘴里怕
化了，拿在手里怕摔了。 早晚他们总是要
离窝的，我们不可能永远让他们生活在我
们的翅膀下。 只有陪伴没有分离，孩子就
不懂得自立；没有陪伴，只有分离，孩子就
不懂得亲情。

旅行从牙牙学语开始
父母应尽早培养孩子亲近自然、敬畏

天地的心态。 张文质在书中建议父母带着
儿女去旅行，这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平时对女儿最大的奖励就是带
她去旅行， 起初是周日带她去附近的城
里，然后是本省的旅游城市，而后是全国
知名的旅游城市。 当她能一个人独立行走
以后，我们带着她出行，她从来不要我们
抱着， 也从来不要我们给她买什么东西。

能够出去玩，就是她最开心的事情。 她
8

岁
那年同我们一起去北京，她是我们这个团
队中第一个徒步登上八达岭长城的！ 初二
时，她随学校去了香港、澳门，回来后写的
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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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港澳印象》，当地一家报纸
一字未改作了全文登载。

当孩子渐渐懂事了，旅游就应该成为
他所读的无字之书。 古人早就说过：“无字
书者，天地万物是也。 ”自然山水是人赖以
生存发展的环境，总是关在家里的孩子是
长不大的。 父母要创造机会带着孩子到
外面走走， 让他们在大自然中去听、 去
看， 去感受大自然的美丽、 人世间的美
好； 在旅行中懂得珍惜， 懂得感恩。

家庭教育， 关键在陪伴， 怎样陪伴
是很有学问的， 这学问就是一个字———

度。 陪伴也好， 分离也好， 怎么陪， 何
时分， 很有讲究。 该陪伴时就要认真陪
伴， 该放手的时候， 就要及时放手。 这
“度” 是要我们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慢慢
习得的。

■

江苏省南通市二甲镇二甲中学 凌宗伟

【作者亲笔信】

编者按：

中国父母对学校的塑造力
一直抱有无限的信任，以为从孩
子入学开始就可以安枕无忧地
把教育孩子的事情转移到学校
和教师身上。中国的父母又普遍
偏忙，很容易就选择了把孩子留
在孤独 、无助 、疏于管教和缺少
疼爱的环境之中 。殊不知 ，孩子
不在你身边，就会处在更多的危
险之中。

家庭教育是影响孩子成绩
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最好的家庭
教育 ，就是陪伴孩子成长 。童年
是生命之根，我们无论怀着怎样
的虔敬之心来理解自己作为父
母对孩子成长的 “培根 ”工作都
不为过。

【冷眼观察】

■

张文质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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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场
教
育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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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责任就是经常和
孩子一起， 做三件事： 一是
给孩子讲故事并邀请孩子自
己讲故事； 二是和孩子一起
游戏、 游玩； 三是邀请孩子
参与家庭决策， 参与家务劳
动， 参与破损的玩具、 家具
或衣物的修理或修补。

———刘良华

父母失陪造就“问题学生”

毋庸置疑， 中国父母对学校的塑造力一
直抱有无限的信任，但现实告诉我们，那些出
现学业困难和行为偏差的“问题学生”，并不
会因为被送到好学校或重点学校就有所转
变。 在《新父母学校》一书中，作者通过解答
“影响孩子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是学校还是
家庭”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帮助中国父母对
“培根教育”理念形成深刻理解。一旦“陪伴孩
子”内化为家庭文化的核心价值，孩子不仅可
以适应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 而且也会为孩
子的幸福人生铺就一条坦途。

别把责任轻易交给别人
1914

年， 美国的斯特娜夫人对中国的发
展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她说：“中国是最早开
设学校的国家， 尽管如此， 他们的文明落后
了。 这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妇女教育的必
要。 过去中国人认为妇女不应受教育，因此，

中国大多数妇女是文盲，也不进行家庭教育。

受不到母亲教育的国民绝不能成为伟大的国
民。”现在看来，这个美国人的猜想并不周全，

因为中国妇女受教育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

不过，这个猜想有一点是符合事实的：中国家

长普遍愿意把孩子成长的责任全部推卸
给学校。 如果孩子的成长出现了问题，家
长更愿意指责学校的教师，一般不愿意承
认那是家长自己的失误。

我原本是研究 “教师教育 ”的 ，两年
前 ，我开始由 “教师教育 ”转向 “家庭教
育”。 这个转向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因为
我发现仅仅谈论“教师专业成长”是不够
的。 教师的专业智慧和人格魅力确实会影
响他的学生，但是总有一些“问题学生”让
教师感到无能为力。 如果学生没有得到父
母的帮助，如果学生的家庭环境没有为学
生的学习提供支持，那么，教师对学生几
乎爱莫能助、无能为力。 家庭是人成长的
根部和根本，家庭教育是“培根教育”。 如
果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孩子在学校就可能
会过得比较辛苦，孩子很可能会成为学校

的“问题学生”。

陪伴孩子，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无论父母有多大的成就，孩子的教育

失败，那些成就也很容易没有色彩。 “国民
的命运， 与其说是操控在掌权者手中，倒
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 ”推动摇篮的
手，也推动着国家的发展。父母的陪伴之所
以重要， 那是因为父母在家庭所营造的环
境构成了孩子的“后天遗传”。 家长的责任
是为孩子提供两个“遗传”：一个是先天遗
传；一个是“后天遗传”。

教育者可以对教育持乐观的态度，但
不要乐观到不考虑遗传的程度。 先天遗传
是重要的。孩子出生之后，他的先天遗传已
经确定。姚明长得高，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
高，主要不是姚明努力生长的结果。不要恨

铁不成钢，铁有铁的用处，钢有钢的用处。 不
要以为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是丑小鸭努力学习
的结果，真实的原因是：丑小鸭的妈妈生了一
个天鹅蛋而不是鸭蛋。

可是，孩子出生之后，父母还是可以做很
多事情的， 可以让孩子接受较好的 “后天遗
传”。 重视“后天遗传”，就是为孩子提供一个
适合成长的家庭环境， 把家庭环境的重要性
提到类似“遗传”的高度。

教育孩子原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情， 它艰
难，而且有潜在危险。 没有爱，就没有家庭教
育，但是，如果只有爱没有放手，父母也可能
以爱的名义，不知不觉地破坏孩子的成长，让
孩子处于成长的危险之中。

有一种爱，叫放手。 凡是孩子自己能够做
的，必须让他自己做；凡是自己应该做的，当尽
力去做。 为了孩子尽早独立，父母需要有所克

制，并不代替孩子做事，只做孩子的守望者。

从容应对孩子成长的关键期
13

岁前后既是孩子青春勃发的年龄，也
是孩子的精神断乳、 渴望摆脱父母的控制而
走向独立的时期。孩子渴望独立，但又不得不
受父母的控制， 如果他们的渴望得不到父母
或老师的理解，如果他们在父母、老师、同伴
那里无法获得足够的快乐感与成就感， 他们
会以厌学、 逃学、 辍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
怒、反叛和反抗。

当孩子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 甚至不惜
与父母对抗、反叛父母时，这就提示：孩子的
第二个关键年龄段已经来临， 这就是成长的
信号和秘密。

13

岁前后是孩子由“小孩”转变
为“大人”、“化蛹为蝶”的关键期，这是一个让
父母感到紧张的时段。 可是，父母能够做的，

除了谨慎地为孩子提供适合这个年龄特征的
教育方式之外， 更重要的是预先为这个年龄
的发展做好准备。因为，孩子在

13

岁前后的发
展状态， 是孩子在

3

岁之前和
9

岁之前两个关
键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成长习惯的延续。

（摘自《新父母学校》）

■

刘良华

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基础

如今的孩子多数为
6

岁上学， 繁忙而年轻
自信的父母们在第一次送孩子进小学校门的那
一刻， 常常轻松地以为 ， 孩子今后的教育问
题， 可以完全由学校负责了。 殊不知， 父母今
后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 ， 要操的心还很多很
多。 孩子的教育问题， 远不是一送学校就能万
事大吉的。

其实孩子的教育 ， 从他们一出生就开始
了， 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根部。 父母在孩子
学前

6

年对孩子的养育， 是对孩子成长的根的
养育， 是培育根的教育， 其中最辉煌的教育成
果， 也许是教会了孩子母语。

能听说母语， 是我们每个人的父母在学前
6

年中的教育成果。 父母没有让我们背单词 、

学音标、 学语法、 学时态等， 而是不厌其烦地
从 “妈妈”、 “爸爸” 教起。 这些父母也许是
学富五车的教授， 也许是目不识丁的农妇。 牙
牙学语的孩子们正是在他们的教育下， 都学会
了听说母语。 在那些识字家庭， 绝大多数的孩
子还会读写母语。 孩子听说读写母语， 竟在这
些多数没有什么教育经验的家长的教育下， 就
这样不知不觉地完成了。

学过外语的人都知道， 学会听说读写一门

外语 ， 对一般人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

很多人学了一辈子外语， 听说读写依然困
难。 也许， 最困难的是因为我们缺少相应
的语言环境。 但教师的教学方法又究竟如
何呢？ 有时候， 想想父母是如何教授我们
母语的， 我常常替那些教授外语的人们汗
颜。

许多父母也许没有意识到， 在你照顾孩
子吃喝拉撒睡的学前

6

年中， 孩子除了语言
之外， 在智力、 品德、 习惯、 交际、 爱好等
方面， 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着父母的教育，

形成着自己最初的世界观和人格、 性格、 品
格等。 别小看孩子，

1

岁的孩子就能撒娇耍
赖，

3

岁的孩子就能和大人吵架。 在孩子们
初入小学的时候， 也许差别都不大。 可

6

年
以后呢， 很多家长开始对这

6

年学校教育的
成果垂头丧气起来。 再过

6

年呢， 当孩子高
中毕业时呢？ 多数家长竟然感觉自己像一个
教育孩子的失败者。

很多独生子女的家长， 在教育孩子的问
题上都是 “无证上岗”， 教育孩子成功了，

就是百分之百的成功， 教育孩子失败了， 就
是百分之百的失败！ 一旦失败， 连个改错的

机会也没有。 其实， 成功的教育都一样， 不
成功的教育， 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

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不成功的孩子退还给
上帝， 这个孩子我们没教育好， 退给你， 再
生一个聪明漂亮伶俐的。 不行， 独生子女教
育是一锤子买卖。 我面前有两本书， 一本是
刘良华的 《新父母学校》， 一本是张文质的
《父母改变 孩子改变》， 这两本谈中国家庭
教育的书， 两位作者都是教育方面的专家。

读这两本书让人热血沸腾、 唏嘘不已， 读后
让人沉默无语、 良久深思。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刘良华在书中大声
疾呼： “让孩子保持灵气和好奇心的最好的
办法是： 让孩子每天都有属于自己的可以用
来 ‘玩’ 的时间和空间。” 针对中国的学校
教育， 他竟不得不大声疾呼 “玩”！ 他认为：

“孩子有自己的生长速度， 父母不能太心急。

家庭教育是三分教， 七分等。” 针对中国的
家庭教育， 他主张在德智体之外， 父母要重
视孩子的劳动教育和美育。 他说： “家庭教
育的秘密是让孩子尽早学会承担生活的责
任。”

张文质在书中批评了 “不要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 的观点， 他认为， 起跑线并不止
一条， 人生处处都是起跑线。 生命成长中，

早期投入过多必然导致后续发展的 “学业枯
竭”。 张文质的书最让我震惊和感动的， 是
他写的

48

条自己教育孩子的困惑与信念。 这
48

条他写得非常坦率和直白， 我认真读了
6

遍， 我想， 这大概是今天许多中国父母的共
鸣。 他说： “在应试教育体制之下， 几乎所
有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教育都茫然无措 。”

“要保全孩子在考试能力之外的一点点天赋
都需要你作出困难的抉择。” 他甚至认为 ，

教育的变革之路，“从来就不是从教育内部开
始的。” 他对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给出以下忠
告： 重要的是， 让你的孩子始终对自己有自
信心。

教育改革最难的就在这里， 父母很难不
跟风， 不随大流， 很难有自己的教育勇气。

当我们跟风失败、 教育孩子受挫时， 就难免
失去了教育的自信力， 孩子也难免失去学习
和生活的自信。 面向未来的家庭教育告诉我
们， 如果你爱孩子， 就请坚定地站在孩子一
边， 坚持不为考试成绩而批评孩子， 努力让
孩子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和美好的少年 、 青
年。 要全力保护孩子在考试之外的一点点天
赋， 全力保护孩子活泼、 率真、 善良、 无畏
等性格品质。 我们的今天远不是孩子的未
来， 孩子的未来， 是我们今天无法准确设计
的。 今天的教育常常容易泯灭孩子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 而这些被泯灭的也许是未来孩子
们最需要的安身立命的生活之本。

■

顾雪林

（《父母改变孩子改变》， 张文质著，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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