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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拒绝盲目拒绝盲目““鸡娃鸡娃””，，
莫忘教育初心

以身作则是最有效的教育
刘敬胜

编者按：
近两年，“鸡娃”这个网络词汇频频登上热搜，“鸡娃”就是给孩子“打鸡血”之意，是指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

为了孩子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想方设法鼓励孩子拼搏奋斗，动用一切资源给孩子安排学习和生活。“鸡娃”渐成现象，其

背后有哪些复杂的原因或考量？如果说“鸡娃”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一种更为激烈的时代表达，那么在人生这场长跑

中，除了起跑线，我们还应关注些什么？面对“鸡娃”背后的焦虑与无奈、盲目与期待，我们又该反思些什么？本期《话题》分

享几位读者的观点、经历与感受。

《话题》近期将就以下内容展
开讨论，如果您对这方面有自己
的看法，请将稿件发至邮箱：
jswmtl@163.com，jswmb- bjb@
163.com

话题题目：
1.孩子已放学，家长未下班，

“课后三点半”问题困扰着不少双
职工家庭。近期许多地方推出课
后延时服务，引发了家长的广泛
关注。前不久，教育部召开新闻发
布会，相关负责人也指出，要进一
步增强课后服务供给，保障课后
服务时间，特别强调课后服务的
时间要和当地正常的下班时间相
衔接，进一步丰富课后服务内容、
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您在“课后三
点半”问题上也曾遭遇困扰吗？如
何帮助孩子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

“课后三点半”，作为家长或教育
工作者，您对此有何经验、建议或
感受？欢迎来稿与我们分享！

2.针对当前一些有关未成年
人的教育热点，您有哪些不吐不
快的感受，请将您的关注点发给
我们，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安排
专题策划。

要求：
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电

话、身份证号、银行账号和开户行
信息，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与
讨论的话题。

上小学的儿子每天放学
后，一完成作业就看电视，任
时间匆匆流走，既不主动强化
学习，也不发展兴趣爱好。看
着同事们的孩子都报了美术、
钢琴、书法等兴趣班或文化补
习班，看到朋友圈里“别人家
孩子”的奖杯奖状或亮眼的成
绩单，我心中难免酸溜溜的。
于是我先斩后奏，针对儿子的
弱项给他报了个周末英语补
习班。

可是，每次上补习班之前，
儿子总是扭扭捏捏、拖泥带水，
就是不想出家门。下了课，他就
像脱缰的野马，几乎飞着回家。
用儿子自己的话说，他终于可
以享受美好生活了。看着儿子

一上补习班就“生无可恋”的样
子，我深知强扭的瓜不甜，便不
再强求了。

想着前两年因为工作太
忙，起早贪黑，荒废了坚持多年
的写稿习惯。好在今年有了更
多闲暇，不如恢复读书写稿，免
得天天刷手机，浪费了提升自
我的好机会。

我先是网购了十余本早
就想读的好书。每天晚饭后，
只要有空，我就把手机调至静
音，泡杯红茶，读几页书。而且
每看完一本，就写篇书评，投稿
给报刊，不管发表不发表，为读
而读，为写而写，真正的“无问
西东”。

有时，我看书的时候，儿

子也会关了电视凑过来，跟着
我一起看。他遇到不认识的字
词就问我，我给他解释。我也
说不清的，我俩就一块查字典
翻词典，弄懂为止。看完一本
书，我俩还会交流讨论，这段
文字好在什么地方，作者为什
么这样写？我们的意见常不一
致，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甚至需要妻子出面调停。

有一次，我的一篇书评发
表在一家报刊上，我拿了样报
给儿子看。他读完后，给我竖起
了大拇指，我趁机道：“只要你
想写，也能在报纸上发表！”“真
的吗？”他将信将疑地问。我说：

“你的作文一直写得不错，只要
再提高一点，我再指导你修改

一下，一定行！”后来，我把他写
的一篇有关蝴蝶的文章投给了
一家报纸的小学生作文版面。
过了些天，我用电脑查看那家
报纸的电子版，那篇文章映入
眼帘，我立刻喊来儿子指给他
看，他确认自己的文章真的发
表后，兴奋得手舞足蹈，就差奔
走相告了！

从此以后，我和儿子约定
每晚读书一小时，起初，他和我
一起看，后来，变成了他自己
看。写文章也从我指导着写，变
成了他自己写。慢慢地，儿子对
学习的兴趣浓了，成绩也渐渐
提高了。可见，比起要求孩子努
力，家长的示范才是最有效的
教育。

孩子刚满两岁，
看着他肉嘟嘟的模
样，我常常自问，再过
几年，我和妻子是否
也会成为被“鸡娃”潮
流裹挟的父母？

两年前有部热播
剧叫《小欢喜》。“学
霸”乔英子有一个掌控
欲极强的母亲，次次考
第一的英子有一回考
了第二名，母亲看到英
子休息的时候在玩，特
别生气：“都考第二了，
还有什么可高兴的？”
在母亲心里，第一名
才是及格线。长期生
活在压抑之中的英子崩溃了，离家出走。
面对痛苦的女儿，母亲却道出了不少家
长的口头禅：“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作为父母，重视孩子的教育是好事。
但教育是讲究方法的，家庭教育和学校
教育应一脉相承，不能一味施压、过度

“鸡娃”教育。如果孩子有着良好的天资，
那么通过严苛的教育或许能在学业上取
得一定成就，但如果孩子资质平平，那么
不切实际的“鸡娃”教育就很可能让孩子
失去幸福和快乐。

我有位朋友的女儿今年8岁，正在
读小学二年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朋友
加了不少“鸡娃”交流群，整天在群里分
享一些“鸡娃”育儿经，各种“鸡娃黑话”
说得特别溜。与此同时，她的女儿因为在
一年级的文艺汇演上获得了舞蹈比赛优
秀奖，朋友决意花重金培养，给女儿报了
拉丁舞、钢琴、影视表演等兴趣班，周末
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此外，每周还要请家
教给女儿补习英语和奥数。前一阵子，我
去她家做客，她的女儿满脸愁容，全无一
点孩子的天真快乐。最近，她又常常和我
抱怨女儿叛逆，不服管教。我劝她反思下
自身的教育方式，不知她是否听进去了。

“鸡娃”教育不是培养“学霸”的必要
手段，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情况设定合
理的期望值。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很大
程度上源于个别家长的“补偿心理”，比
如自己年少时未能实现的愿望或目标，
非要强加给孩子，让孩子来完成；再比如
一些笃信“成绩大于天”的家长，剥夺孩
子的所有娱乐时间，不顾孩子的承受能
力，不仅使亲子关系紧张对立，更有损孩
子的身心健康。

成为一名理性的家长，既要对孩子
有所期待，也应该允许孩子平凡。希望一
些过度“鸡娃”教育的父母能调整失衡的
心态，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近两年“鸡娃”
是社会关注度极高
的热点话题。“鸡
娃”是“激娃”的谐
音，指家长给孩子
打鸡血，安排各种
学习和活动，激励
孩子为了未来努
力拼搏。这本无可
厚非，一则体现了
社会的进步和人
们对教育的重视；
二则也是不少家
长针对升学压力
和教育竞争所开
出的用以对抗焦虑
的一剂处方。

笔者认为，“鸡
娃”不是伪命题。不
同于田园牧歌式的

“放养”教育、“佛
系”育儿，在知识回

报较高的当今社会，知识很可能改
变一个人的未来走向。如果“鸡娃”
有其必要性，那么，什么才是“鸡娃”
的正确打开方式？

从社会新闻、热门影视剧和家
长群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为了
争夺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孩子出
生开始，不断前置的学前教育、抢学
区房、陪读陪学、辅导培训，既拼孩
子，也拼家长。《中国国民心理健康
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超
80%的中小学生睡眠时长未达标。
在较大的学业压力下，青少年心理
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更为令人担忧
的是，在利益驱动下，一些辅导机构
肆意贩卖教育焦虑、一味鼓吹“鸡
娃”，而忘记了教育的初心。

首先，家长要明确，“鸡娃”不是
目的，而是引导孩子的一种方式——
在人生的关键阶段，通过适当的引
导，让孩子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少
走弯路。这种引导应该像一束光，照
亮孩子的道路，避免其迷失方向。
但引导不是干预，要适度、理性。每
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而非父母
人生的“副本”。如果家长对孩子缺
乏尊重和理解，一味依照自己的期
待盲目“鸡娃”，结果很可能不尽如
人意。

其次，“鸡娃”宜激潜能、激自
信，注重习惯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
每个孩子的特质和兴趣各异，有的
学习上突出，有的艺术上擅长，有的
喜运动，有的爱手工，形形色色，不
一而足。不能因为孩子一两次考试
成绩的失利，就认定其人生的失败，
毕竟，人生的道路不是独木桥。一些
在世俗成功学的驱动下，不顾孩子
的兴趣和个性，盲目“鸡娃”的家长，
一味看排名、比分数，这样的做法只
会桎梏孩子的天性，阻碍其成长为
一个完整个体所必经的体验。教无
常法，唯有因材施教，接纳孩子的不
同，接受孩子的普通，也接受他们自
洽的完整，让小草成为小草，让大树
成为大树，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再次，“鸡娃”终究不如让娃“自
激”。家长“鸡娃”，说来说去孩子都
是被动的，只有让孩子真正明白今
天的努力对于未来的意义，让孩子
认同“专注的自己”最美丽，才能把
家长的“鸡娃”转变为孩子的自我激
励，释放出成长成才的内驱动力。

诚然，任何教育方式都各有利
弊。身经百战的家长们须有不随波
逐流的勇气和智慧，理性“鸡娃”，才
有助于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近年来，个别急功近利的
家长，过于推崇“鸡娃”式教育，
不达目标誓不罢休。这种给孩
子过度“打鸡血”的做法，短期
内或许能够见效，但是从长远
来看，这种教育方式并不可取。

孩子成长有其自身规律，
每个孩子都有个性化的发展需
求。作为家长，谁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但任何期待都要遵
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尊重孩子
的意愿、立足孩子的实际。鼓励
孩子参加培训班、补习班未尝
不可，但应以孩子的素质提升、
兴趣培养、个性发展为出发点，
充分征求孩子的意见，家长若不
考虑孩子的情况，自作主张，盲
目跟风，过度“鸡娃”式教育，往
往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我有一个老同学，他的孩
子读五年级，脑子灵活、勤奋好
学，成绩也不错，但老同学看到

身边不少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各
个辅导班去学习，觉得自己的
孩子若不去“充充电”，在未来
的学业竞争中难免落于下风，
便自作主张给孩子报了几个
班，还天天给孩子“打鸡血”，希
望通过“鸡娃”式教育培养出一
个“硬核孩子”。可他的孩子呢，
牺牲周末的休息时间上辅导班
本就迫于无奈，久而久之，过于
繁重的学习任务让孩子的身体
吃不消了，每天精疲力尽，在校
期间没有充沛的精力学习课堂
知识，周末又无法及时消化培
训班的知识，久而久之失去学
习兴趣，成绩反倒下降了不少。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与上
述例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
另一个朋友，他认为尊重孩子
是家庭教育的关键，因此，他从
不给孩子打“打鸡血”，而是根
据孩子的志趣，缺什么补什么。

比如，他的孩子对写作有兴趣，
他就建议孩子报一个作文班，
在兴趣的指引下，学习看图写
话、情景写作、叙事作文，不但
收获了写作技巧，还养成了良
好的阅读习惯，受益匪浅。

教育从来都没有标准答

案，更没有一招制胜的法宝。因
此，家长需要转变观念，对“鸡
娃”式教育不盲从，无论补习

“充电”、兴趣培养，都应根据孩
子的意愿，激发孩子的学习主
动性，如此才会收到良好效果，
有益孩子的身心健康。

当前有这样一种现象，被
称为“鸡娃”——家长为了能
让孩子考上更好的学校、取得
含金量更高的证书，盲目地给
孩子“打鸡血”，且惯于互相攀
比，但从现实来看，这种堪称

“军备竞赛”的教育方式带来
的结果往往是“小孩受苦，大
人受罪”，这足以引起我们的
反思。

过度看重得高分、拿证书
的“鸡娃”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不少家长都有的教育焦虑。
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共识下，
教育的功能和目的在一部分人
的认知中发生了变形，一些父

母希望撬动更多的可用资源，
让孩子通过学业成就实现人生
逆袭和阶层跃升，但有所付出，
必定有所期待，这也正是一些
家长不惜在孩子的教育投资中
不断加码而焦虑也随之不断加
剧的原因之一。但现实中，最终
为家长教育焦虑“买单”的却往
往是孩子。

教育的主体是孩子，实施
教育不应忽视孩子的感受，盲
目“鸡娃”只会剥夺孩子的学
习主动性和快乐。在学业竞争
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个别家长
采取持续加压的手段，但报不
完的补习班、上不完的才艺

课，很容易给孩子造成过重的
身心负担。据有关统计显示，
近几年，由于校内外课业负担
较重，中小学生普遍存在睡眠
时间不达标的问题，而近视、
脊柱侧弯等现象也比较常见，
因厌学、压抑等引发的心理问
题也不鲜见。试问，没有健康
的身心怎会拥有幸福的人生？
没有科学的教育观念怎能为
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
环境？

别让孩子为家长的教育
焦虑“买单”。科学的教育观一
定讲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一方面，社会各界应该形成共

识，大力倡导科学的教育观，
利用“家长学校”、家校联系
群、教育讲座等渠道传播、普
及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另一
方面，家长也需要注重示范，
切不可在玩手机、看电影的同
时，却要求孩子们争分夺秒地
学习。此外，对于孩子而言，在
书本中汲取养分、在运动中强
健体魄、在实践中探索世界，
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成长经
历，家长应给予孩子一定的自
由空间，让他们释放天性，按
照自己的兴趣寻找未来的发
展方向，说不定也能收获一番
新天地。

尊重孩子，向过度“鸡娃”说不
曹建龙

别让孩子为家长的焦虑“买单”
唐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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