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养方式决定孩子的未来

教养方式包括四大方面：

身教，你自己怎么为人处事；对

子女的期望，你想把他塑造成

什么样的人；教养态度，你是严

厉、打骂，还是民主；家庭环境，

如果家庭气氛不和谐，别想培

养出阳光少年

我以前当过班主任，从一

年级带到六年级，尽心尽力。

但很有意思的是，这 40多个孩

子毕业之后，将来的人生道路

会有三四十种。再比如，在我

们的上一代，经常会看到这样

一种情形：一个家庭有6个或者

4 个孩子，一旦老大读了博士，

或者具有比较高的学历，后面

的孩子都差不到哪里去。但如

果老大要是“进去了”，后面的

弟妹们就悬了。这种现象表明

什么？它表明，真正影响一个

人的，是家庭。为什么？因为

家庭教育至少包含了三大方面

的基本内容：

一是基本价值观。对任何

一个孩子来说，对其价值体系

影响最大的元素就是家庭。有

位妈妈在下班路上捡到一个钱

包，里面有 3000元。假如这个

当妈的接连兴奋了好几天，一

想到这件事就说，“真幸运！捡

了 3000元！”你信不信，这个孩

子长大就麻烦了。你指望他拾

金不昧？很难。相反，他很可

能得一点便宜就忘乎所以。因

为他的母亲给了他这样一种价

值观：占了便宜是最美好的。

二是行为模式。具体来

说，就是当你碰到一种情景时，

会怎么处置。孩子们在这方面

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家长。

举个例子，楼上的邻居在敲打地

板。爸爸对儿子说，“给我拿一

个凳子来”，然后拿拖把对着上

面敲。过了一会儿，楼上没声音

了，但爸爸还在敲、使劲敲。儿

子说，“他们都不响了，你怎么还

敲？”爸爸说，“他们惹咱们就

行？得让他尝尝这滋味。”如果

父亲是这样处理，将来这孩子很

可能就得理不饶人，而且报复心

极强。

三是心理素质。孩子的性

格，绝对不会像老师，也不会像

居委会主任，而是带有父母的

印记。

当下，有四种教养方式非常

普遍。大家不妨对照一下，你是

哪一种？

第一类叫“权威型父母”，特

点是比较厉害、严格，总是打骂、

指责，有的甚至会对孩子体罚。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胆

子小，但同时心里会有怨恨。我

接触过一个小孩，他的妈妈总打

他。他小时候“最经典”的话就

是：我妈打我，我爸不敢吭声；我

妈打我爸，我也不敢吭声。这小

孩后来念了大学，在岗位上也做

得不错。但有一次，他喝醉后把

周围的人都打伤了。谁也没有

想到，因为都觉得他平时是一个

特别老实的人。可见，他内心有

恨，只是一直都郁积在心里。

第二类叫“放任型父母”。

这样的父母教出来的孩子一方

面任性，一方面又骄纵、胆小，依

赖他人。现在经常有一些所谓

的“成功人士”，总说“我们现在

今天我们该
怎样做家长

陆士桢

齐家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家长们一

起讨论：当前我们该怎样做家长。

我自己是个老师，也是个家长。但

我个人觉得，当家长要比当老师难多

了。有人肯定要反驳我了。他们或许

会说，如果想当一个老师，得考教师证、

得获得国家认可的资格，但当家长不

用；如果你是老师，就得遵照“课标”，那

是国家对教学活动的规定性约束，但当

家长就没有“课标”，似乎是想怎么教育

就怎么教育；当老师还要面对包括考

试、考评在内的各种社会评价，但家长

是否称职，没有人管你。只要不犯法，

无论你关起门来怎么教育你的孩子，别

人都不会管。但是，在我看来，恰恰因

为 如 此 ，对 一 个 家 长 的 要

求，尤其是对一个家长的素

质要求，远比对一个教师的

要求来得高。家庭和家庭

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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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这么尽心。我小时候我妈根本

不管我，怎么长这么大？”但你仔细想

想，在你小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和你

一起吃饭、一起待着的时间，跟你现在

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吃饭、一起待着

的时间比一下，究竟谁比较多？现在

有些比较富有的全职妈妈根本不管孩

子，今天打麻将，明天去赴宴，孩子就

扔给保姆。先不说保姆的素质和心

态，就说这孩子和保姆的关系。如果

孩子从内心深处看不起保姆，但是他

情感上又极度依赖，因为没有其他人

关怀他，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就会出现

各种问题。

第三类叫“溺爱型父母”。我经常

对这样的家长说，你在家惯着孩子，但

是外面是没有人惯的，到外面一定会

到处碰壁，闹大了就会犯法。如果没

有让孩子养成遵循社会基本道德秩序

的能力，不懂得限制自己的行为，到社

会上肯定会犯大错。你以为你爱他？

其实是害苦了他。

第四类叫“民主型父母”。民主的

结果就是有爱心、懂得尊重和自主自

立。民主的父母通常非常看重对等的

交往、讨论。什么叫“对等”？就是你

一句、我一句，而不是整天就听你说，

孩子基本不说话。

具体来说，教养方式包括四大方

面：身教，你自己怎么为人处事；对子

女的期望，你想把他塑造成什么样的

人，你就会每日每时用这个期望去影

响孩子；教养态度，你是严厉、打骂，还

是民主；家庭环境，如果家庭气氛不和

谐，别想培养出阳光少年。由此也可

以看到，对于家庭教育而言，父母的素

养非常重要。

这里所说的“父母素养”，有的时

候和物质条件、学历水平、社会地位没

有太大的关系。施一公是我国著名的

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出生于

河南省郑州市，把美国的大实验室带

到中国。有一次我到他的家乡，无论

是学校，还是他父母的家，都非常简

陋。他的父母都不是文化人，但他们

有三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首先，两个

人都非常善良、特别朴素，受中华传统

文化的影响很深，说人要报效国家；第

二，夫妇俩的关系特别好；第三，他们

对孩子既关心又不控制，这一点是可

以明显感觉出来的。这样的素养，很

多时候和文化、地位、金钱无关。

别用你的期望去改造孩子

成长是有规律的，过分揠苗助长，

或者千方百计想把“土豆”都整成“苹

果”，弄不好结果就会很惨。“土豆”也

可以全面发展，适应社会，活出属于自

己的快乐和舒服

一个孩子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

的。它涵盖了 6大方面：生理、认知、

道德、情感、精神、社会。因此，我们应

当全面了解孩子的成长过程，而不是

只把眼光落在他们的学习、排名上。

可现实是，很多家长在对待孩子的成

长上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具体来

说，当前家庭教育有一些误区，特别需

要警惕：

第一，过分期望。期望水平，是家

庭教育的核心。如何影响孩子，怎么

教育他，都集中体现在对孩子的期望

上。你的期望，会实实在在地影响着

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比如，现在很

多人都说，我想要迅速地获得成功。

有些稍微长得漂亮一点的女孩子说，

我得嫁给一个成功人士。那么，什么

是成功？说句不太好听的，现在大多

数家长给孩子锁定的发展目标，就是

世俗的成功标准。说透了，就是当官

发财。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正如鞋子

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你准备让你孩

子的日子过给谁看呢？过给你的邻居

看，过给七大姑八大姨看，还是真正过

给自己看？如果是过给自己的，那你

就要想明白了：其实，他的健康、快乐，

比什么都重要。

第二，过分替代和保护。如果什

么都替他做了，结果就是，他什么都不

会。我们楼上有一老太太，夸自己 4
岁的孙子特别聪明，说他认识 200多

个字，100 以内的加减法都会做。后

来他儿子说，“不该会的都会了，该会

的都不会。”我问，他不会什么？他说，

这孩子不会自己撒尿，从小爷爷奶奶

把着撒尿，站在那儿尿不出来。这就

是现在的孩子特别典型的特点：总是

被过分替代。

第三，过分隔膜。现在有些孩子

到了十多岁，你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了；等他再大一些，就更不愿意和你聊

了。孩子小时候还行。在他五六岁

时，你说上商场，他也去；你说去参加

婚礼，他也去。结果到了他十四五岁，

你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旅游吧？他

不去了，说自己不爱旅游。但过两天，

他和同学玩去了，他就是不愿意和你

一起。

第四，过分放纵。中国的独生子

女中间，有一种“耗子扛枪窝里横”的

现象。孩子在家里被骄纵惯了，但一

旦到了外面，还是“耗子”，走哪儿都胆

小。因为外面有规则，他就没有办

法了。

在刚才所说的不少家长身上存在

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之外，有的家长身

上还经常存在着另一种“过分”——总

希望用自己所期许的某种固定的模子

去改造孩子。我曾听一些美国人说

起，很多美国老百姓生下孩子后，就希

望他将来可以自食其力、自由发展。

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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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挺有潜质、表现不错，就推动

推动，结果他上哈佛了，后来成精英

了。奥巴马就是这样被“推动”出来

的。但我们不少中国人恰恰是倒过来

的：一生下孩子就开始想，我要把孩子

培养成在社会上出类拔萃；然后培养

着培养着，到了中学一看，完了，这孩

子是一般人啊；再上大学，结果发现，

他连一般人都不是了。这里面犯了什

么错误？

根据全世界范围的统计，超常儿

童或者说有潜能成为社会精英的儿

童，只占全部儿童的1%~3%。精英永

远是少数。如果你一开始就赋予孩子

精英式期望、精英式压迫，总要求他非

得怎么怎么样，你想想，结果会是怎

样？成长是有规律的，过分揠苗助长，

或者千方百计想把“土豆”都整成“苹

果”，弄不好结果就会很惨。

对待孩子，有三个很重要的定

语。第一叫“能动的”，意思就是，他

是发展的主体，不该是被你塑造的。

第二，“有潜能的”，每个孩子都有属

于自己的未来和发展。第三，“独特

的”，别老想着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

他就是这样的。如果他是“土豆”，你

就让他是“土豆”。“土豆”也可以全面

发展，适应社会，活出属于自己的快

乐和舒服。

帮孩子确立起三大支撑

要帮孩子确立起物质、精神、社会

这三大体系的支撑，家长自身先得适

应这三大体系。你得认同自己所在的

社会的制度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这是

你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很多家长肯定会问，如果不能对

孩子有过分的期望，那用什么来支撑

起孩子的未来呢？我认为，有三大支

撑，是需要各位帮助孩子去确立起

来的。

第一，物质支撑，你得让他长大有

饭吃。物质支撑取决于两个方面：第

一个是学习能力，也就是能够不断获

取新知识的能力；第二个是职业能力，

他有对某一种能力的爱好和专长。有

了这两条，他就能有饭吃。

第 二 ，精 神 支 撑 ，也 包 括 两 部

分。一是要让他有点信仰，信什么，

爱什么。二是要让他有比较好的心

理能力。有三个能力非常重要：一是

“敞开自我”，善于把内部世界和外部

连接起来，不封闭自我。这种孩子将

来无论遇到什么麻烦，都懂得化解和

疏导。二是有能力“战胜自我”。世

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被外界打倒

的。真正打倒他的，一定是他自己。

所以，要有抗拒压力和耐受挫折的能

力。第三个能力叫“调整自我”，学会

调整不良情绪。

第三，社会支撑。一个人在社会

上生活需要三大体系的支撑：制度体

系，包括就业制度、薪酬制度、退休制

度等，这些制度让你活着；规则体系，

比如包括交通规则在内的各种法律法

规；人际体系，好比你和老公吵架，抱

着孩子回家，你妈和你的姐妹就是你

的人际体系。

当然，要帮孩子确立起这样三大

体系的支撑，家长自身先得适应这三

大体系。你得认同自己所在的社会的

制度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这是你发展

的基础和前提。除此之外，你还要懂

规则、会沟通、会合作。

择其要而言之，家庭教育应当遵

循这样一些原则——

喜欢并经常和孩子亲近，乐于和

孩子交流，能够和孩子一起解决问

题。请你记录一下，在一周时间内，你

和你爱人分别跟孩子相处了多少时

间？每次待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还

请特别记录一下，超过半小时以上的

相处有几次？超过的时间有多长？要

知道，和孩子亲近，这是家庭教育的第

一个重要原则。

依照孩子的程度，为他制定一个

合理的目标，并且要让他在实现这个

目标的过程中有表现的机会。我们不

能一天到晚给孩子瞎制定一些目标。

比如，下回考试你要考前 10名，如果

考不进，回家不给你饭吃。这没有用，

且百害而无一益。

家里有明显、确定的规范。你们

家有没有规矩？有几条规矩？大到家

里人不向其他家庭成员隐瞒自己的重

大事件，小到家里的第一碗饭永远盛

给老人，这都是规矩。家规的背后是

家风。

在家里给孩子一个岗位。很多家

长说孩子没有责任感。问题是，你给

过他责任吗？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让他

承担过责任，他就没有责任感。比如，

他 3岁，那么诸如每天吃饭摆筷子这

种活，完全可以交给他。到6岁了，客

厅的桌面整洁可以让他负责。再大一

点，十四五岁了，如遇上家里装修，家

里的书房或者是家里放书的地方可以

交给他设计。这样一个岗位不仅可以

让他知道他在家里的地位和价值，更

重要的是，可以培养他最基本的责任

意识。这将是他一生的财富。

努力为孩子创造一个和谐、欢乐

的家。要重视对家里的情绪和气氛的

营造。

以孩子的规则思考问题。这个特

别重要。现在大家在家庭教育中往往

用的是成人思维。你用你的标准，你

永远对，你永远管着孩子。事实上，在

现代社会，很多问题未必见得你就是

绝对正确。比如说，你不愿意让你的

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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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和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一起玩。我就这个问题

专门做过调查。孩子们的想法很有意思。有的小孩

说，我们这同学虽然成绩不好，但他在其他各方面都

表现得挺好，性格也特别好，凭什么不能和他玩？有

的孩子说，老师们都倡导互相帮助，他学习不好，我

和他一起玩还可以帮助他，怎么不对？还有孩子说，

我妈让我和成绩特别好的在一起，但我在他们那里

有压力。我愿意和成绩不好的在一起，和他们在一

起时，我感到放松。这些想法各有各的道理，但很多

家长却并不了解。

最后我们一起来重温纪伯伦的《先知·论孩

子》。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常常

会碰到各种非常具体的问题，包括如何表扬和奖励

孩子、如何批评和惩罚、如何辅导孩子的学习，等

等。我觉得，这首诗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些问

题——

“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

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凭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

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你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们可以荫庇他们的身体，却不能荫庇他们的

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住在明日的宅中，那是你们

在梦中也不能想见的。

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像

你们。

因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

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

箭矢。

那射者在无穷之中看定了目标，也用神力将你

们引满，使他的箭矢迅速而遥远地射了出去。

让你们在射者手中的弯曲成为喜乐罢；

因为他爱那飞出的箭，也爱了那静止的弓。”

孩子是属于未来的，我们要想得更远、更彻底。

要放手，要让孩子自由快乐地成长、发展。要相信，

你虽然为孩子好，但是你的那种过度关爱、过度设

计、过度期望，对孩子只有害，而我们的本意是要孩

子好。所以，一定要记住，生命不可倒行。

我老爸是空军的阎肃，今年八十有四，上世纪六十年代

写了让国人感动不已的歌剧《江姐》，其中主题歌《红梅赞》传

唱至今；到了八九十年代，又让很多人记住了《敢问路在何

方》《故乡是北京》《长城长》《雾里看花》等歌曲；到了新世纪，

老爸创作少了，但经常以评委、嘉宾的身份出现在电视节目

中，让街头巷尾的大妈大婶喜欢上他。

前些日子，老爸在习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发言，赞扬之声盈耳。关心的领导、很多朋友、不少记者来

问我，非让讲出点阎老的成功之道，我想了一阵，怎么想还是

觉得老爸就是个普通人，普通的爹，厚道的老大爷。他也一

直没把自己看成名人、艺术家，就觉得自己是一名空军的老

兵。但我这么说人家觉得我是谦虚，又说阎老博学多才、博

闻强记、才高若干斗、出口成文章等等。我心说了，您这是夸

李白呢！而且如果这么总结一个人，对大家也没有实际意

义，就像说爱因斯坦脑容量比别人大，咱也学不了啊！所以

想来想去，也还真想出了最平凡不过的老阎同志不平凡的两

点地方，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这话得从头说起。记得从我小时候直到现在，但凡和老

爸一起出门，在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人，花匠、木工、烧水的、大

师傅、小战士，爸爸一律向对方微欠上身大声问候：您好！我

老爸的那些事
阎 宇

齐家

阎肃

\ 罗雪村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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