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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 是孕育

美好希望的时节 。 而教育承载着

每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也

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

眼下 ， 正是升学季 ， 择校成为不

少家长关注的热点 。 但对于家庭

和学校来说， 更重要的是要思考，

如何将价值观的 “盐 ” 溶化于娃

娃教育这碗 “汤” 中。

儿子乐乐出生至今的两年多来 ，

小雪觉得自己的钱包越来越扁。

孩子 10 个月前 ， 她的消费动力

在于让孩子 “吃好用好 ”： 奶粉要吃

进口的 ， 每桶 280 元 ， 一星期一桶 ；

奶瓶要用最好的， 既要提防塑料奶瓶

中的环境激素， 又得关心玻璃奶瓶是

否会有重金属析出， 还得配台奶瓶消

毒器； 辅食要吃有机的， 搭配专门的

果蔬清洗剂洗去药物残留； 宝宝衣服

则要用专属洗衣机单独清洗。

从 10 个月起， 她开始谋划孩子

的早教问题 。 每周半天的早教班一

定要上 ， 一学期 900 多元 ， 一直上

到 2 岁 “毕业”。 现在乐乐 2 岁半了，

小雪四处考察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

的托班 ， 每月 6800 元学费外加 300

元餐费， “宁可贵一点， 也不能亏待

了娃。”

等到今年 9 月进了幼儿园以后 ，

就要为孩子的幼小衔接做准备了， 别

人都在提前学， 拼音、 音标一个都不

能少， 还有创意美术、 思维逻辑课也

要陆续上起来了。

眼下 ， 在 “中年老母 ” 的世界

里， 一场新的竞争愈演愈烈。 作为妈

妈们焦虑的主要来源， 孩子的教育问

题享受着大多数家庭的经济优先权 。

为了让自家孩子成为 “别人家的孩

子 ”， “中年老母 ” 们用金钱和精力

为孩子铺筑了一条康庄大道， 但她们

常常还想要一条更好的路， 这就意味

着得花更多的钱。

一位身处上海的 “中年老母” 在

家长群里 “晒” 出了自己的育儿账单：

“二年级目前就语数外和围棋班， 语文

数学一年各 1.5 万元 ， 英语日常班 1

万多元， 口语一年 1 万多元， 围棋一

年 1.5 万元， 小学之前基本听说过的

班都报过一遍……最近要报个近 4 万

元的中学提前上岸辅导班……” 随后，

一位坐标北京的妈妈不甘示弱， 表示

“看到别的娃都是这么大功率的碎钞机

我就放心了， 我家这个， 一岁七个月

早教上了俩， 扔进去 3 万元+， 三岁扔

幼儿园一个月 1.7 万元， 现在四岁多，

娃开始作妖什么都想学， 围棋一年 1

万元， 艺术 1.5 万元， 英语 2.5 万元。

最近娃说要和好朋友一起去学什么以

色列格斗术……” 直到群里有一位妈

妈亮出了学区房的价格， 大家才终于

安静了下来。

“中年老母” 们一边在报班中感

受把钱投进功德箱般的快感， 一边清

醒地意识到， 报再多的班也不能让娃

变成 “神童 ”， 但却能让自己在中年

老母圈里 “说得上话 ”。 她们心中的

焦虑似乎就在这种循环中， 渐渐打成

了一个死结。

（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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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老母” 焦虑源于父母角色缺位错位
吐槽 “云配偶”， 宠坏 “吞金兽”， 唯独忘了自己

“操碎了心” 的二宝妈妈毛毛最

近终于可以喘口气。 上月起， 家里两

个娃就开始轮流生病， 一趟又一趟往

医院赶， 却终日不见父亲的身影。 其

实， 她早已习惯了 “配偶不在线” 的

生活， 虽然丈夫工作比较忙， 但他已

经习惯把育儿任务交给妻子， “晚上

大宝动一动， 我立刻会醒， 但他爸爸

却在旁边睡得像天使。” 孩子病了一个

月， 这位爸爸却连孩子去过几次医院、

哪天开始发烧都搞不清。

毛毛身边的朋友大多过着类似的

生活———家庭美满， 但她们常常感受

不到丈夫的存在： 从幼儿园起， 开家

长会的永远是妈妈； 甚至有孩子升到

五年级， 换了几茬班主任， 爸爸都不

知道， 某天心血来潮想到要和老师沟

通， 拿起电话打给了一年级的班主任。

以前， 不少妻子喜欢吐槽丈夫是

“猪队友”： 带娃技能 0 分， 常常帮倒

忙， 虽然令人恼火， 至少他们还记得

自己是孩子他爹； 但现在， 一个新词

汇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云配偶 ”，

官方解释为“以远程交互模式存在的虚

拟化配偶， 平时储存在云端， 基本见

不着、 时常无法同步、 永远指望不上

bug （系统漏洞） 修复”， 戏谑的语言之

下， 描述的却是父亲缺位的再升级。

父亲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性和不可

替代性不言而喻， 然而在如今不少家庭

中， 这一角色时常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所

缺位， “云配偶” 一词的出现， 无疑是

无可奈何的母亲们笑中带泪的 “抗议”。

在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

中心副教授周圆看来， 现代社会， 因

为家庭分工不同或者工作地点的关系，

导致父亲在物理空间上的缺位也许在

所难免， 但父亲的职能却不能缺位。

比如， 有些父亲因工作原因长期

身在外地， 但他经常通过电话、 视频

等方式关心家人和孩子， 每次回家都

精心挑选礼物， 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

对妻子的支持， 这就不会出现父亲缺

位的问题。 相反， 如果一个父亲总是

选择性缺位， 在家如同 “隐形人” 一

般， 久而久之， 孩子心目中的爸爸就

会日渐模糊。

她强调， 对爸爸们来说， 有意识

地 、 自发地提高与孩子的互动程度 ，

是正确参与育儿的第一步， 其中包括

照料、 游戏、 沟通等。 需要注意的是，

孩子在需要父亲的时候能够获得正面

的呼应和支持， 会让孩子更有安全感。

凌晨三点， 很多人还沉浸在香甜

梦乡的时候， 二宝妈妈小雨被闹钟叫

醒， 硬撑着爬起来给 4 个月大的小儿

子冲奶粉， 几分钟后， 她发了一则朋

友圈： “我们做妈妈的根本不需要睡

觉， 全靠一口仙气吊着！” 配图是一张

闹钟截图 ， 从子夜零时到早晨 7 时 ，

每小时响一次； 还有一张是一个顶着

黑眼圈的小人， 摇摇欲坠， 奄奄一息。

不一会儿， 这条朋友圈下面就多了几

个 “赞” 和若干握手、 加油、 奋斗的

表情包———都是一群和她一样为娃操

劳的 “中年老母”。

除了互相点赞， 妈妈们还有一种

给自己加油打气的特殊方式： 她们的

微信朋友圈里时常分享着同一类文章：

《摧毁一个中年老母有多难？》 《中年

老母精分诊断与弃疗指南》 ……这些

热帖往往在短短几分钟就会形成刷屏

之势， 并引起那些 “痛并快乐着” 的

“中年老母” 的集体共鸣： “知道大家

一样苦， 我就放心了。”

为娃熬出黑眼圈并不稀奇， 更多

妈妈为育儿而 get 到了无数新技能。

小雨手机里有个名为 “美少女战

士” 的五人小群， 这五位妈妈人人都

有一段励志故事———30 岁的一号妈妈

勤奋自学， 学会了钢琴、 编程、 奥数、

轮滑、 手工， 甚至小儿推拿术； 32 岁

的二号妈妈陪读大女儿时， 自己考出

了英语口译证书、 普通话甲等， 二娃

现在一岁多， 她打算再考教师资格证；

三号妈妈的娃已考上顶尖牛校， 她作

为社交精英， 和各种名校牛师、 牛娃

爸妈关系密切， 把指导孩子升学做成

了生意 ； 四 号 妈 妈 平 时 生 病 都 靠

“扛”， 实在熬不过去了， 哪怕下一秒

钟就进手术室， 也得把孩子接下来几

天的生活都安排妥当。

“先娃一步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 是一位中年老母应有的自我修

养。” “女人本弱， 为母则刚， 为老母

则特别特别刚。” 这两句话是眼下中年

老母圈的流行语。

矫情和孱弱好像不属于这一代妈

妈， 坚强和全能才是她们的底色。 但

也正因如此， 她们反而把丈夫推离了

育儿的核心圈。

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许波看来，

与其说 “中年老母” 是女性的一种自

我身份认同， 不如说这是映射现实压

力的自嘲， 背后反映的则是 80、 90 后

独生子女为人母后的育儿特征———她

们容易将亲子关系凌驾于亲密关系之

上， 在家庭生活中回避了妻子的角色。

许波说， 男性在社会中往往承担

了较大压力， 且由于思维方式偏理性、

对情绪不敏感， 所以他们回到家中也

会自然地避免压力； 而女性有所不同，

尤其加上十月怀胎等因素， 她们对孩

子天然怀有一份关爱。 对于独生子女

一代来说， 她们更认为孩子才是自己

的直系血亲， 因此会对母亲这一角色

加深认同。

然而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对孩子

成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父母的亲密关

系。 因此他建议， 女性应该先爱自己，

先做自己， 重视夫妻亲密关系， 接下

来才是关注亲子关系。

如何将价值观的“盐”

溶于娃娃教育之“汤”

家家都有 “四脚吞金兽”：

育儿的焦虑， 让妈妈们把金钱投入作为安慰剂

幼儿园完全可以启发孩子逐步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比如， 孩子们

对于传说和历史特别感兴趣， 在乌

南幼儿园， 我们以上海著名历史人

物黄道婆的故事为线索， 在园里布

置了布艺空间， 其中有可以直接操

作的纺车 ， 各种示范性工具 ， 孩

子、 老师及家长已经完成的布品，

墙上还有黄道婆事迹的壁画。 这些

布置生动形象地告诉孩子们———在

遥远的古代， 有一位叫黄道婆的奶

奶在上海发明了当时最高水平的纺

织技术， 才得以衣被天下。 如果孩

子们还有进一步了解的兴趣， 则可

以去徐汇区的黄道婆纪念馆。 这就

是因地制宜， 也就是充分利用地方

性的爱国主义资源， 对孩子进行价

值观启蒙。

关于因时制宜， 现在的幼儿园

孩子具备一定的环保意识， 包括节

约用水、 爱护小鸟、 守护树木等概

念已深入头脑。 一些重要的时间节

点， 如 3 月 22 日 “世界水日”、 6

月 5 日 “世界环境日”， 以及中国

传统的二十四节气， 都可以成为因

时制宜的 “时”。 这些教育以及进

一步的案例讲解和科普活动， 完全

可以成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等生态文明思想的教育载体。

在乌南幼儿园新园区， 我们利

用另一组壁画———造纸术的诞生 ，

来告诉孩子们先贤的智慧和中华

民族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 ， 以及

节约用纸等身边事 。 我们还设置

了一幅鲁班壁画和手工木器活的

一组工具 ， 由此来给孩子们讲劳

动光荣 ， 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工匠

精神 ， 以及创新式的劳动对于美

好生活的意义 。 当然上海每年都

会推出道德楷模 ， 他们都是劳动

英雄和敬业模范 ， 相关图文素材

和视频资源相当丰富 ， 也可以把

这些身边楷模请进幼儿园来 ， 与

孩子面对面交流 ， 让有信仰的人

讲信仰。

而每到升学季 ， 家长们都渴

望得到 “幼小衔接” 方面的指导。

我们认为 ， 这决不是单纯智育意

义上的 “衔接”， 更是德智体美劳

的全面衔接 ， 其中 “德 ” 是第一

位的 。 如果说不同教育阶段的德

育 “衔接”， 是一种价值观意义上

的纵向打通 ， 那么 ， 在同一教育

阶段完全可以实现德育与美育 、

德育与劳育等方面的横向贯通。

比如现在提倡戏剧进校园 ，

提倡传承上海方言 ， 让幼儿园的

孩子亲近沪剧显然是个好办法 。

最近， 历时八年打造的原创大型沪

剧 《敦煌女儿》， 将北大毕业的上

海杰出女性樊锦诗横跨半个多世纪

的敦煌守护生涯艺术地再现出来。

如果能让孩子和家长亲密接触这

台原创沪剧， 其意义不言自明。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
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上海乌南幼儿园园长）

不可否认 ， 在幼儿园甚至更

早阶段的学前教育中 ， 部分家长

笃信现在培养牛娃 、 未来能拿绿

卡的 “成才论 ”； 在培养手段上 ，

不惜一切代价地抢跑———以 “不

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名义” 超负荷、

灭童性 、 违反教育规律地给孩子

进行 “课外培训 ”， 盲目地攀比 ，

疯狂地择校 。 至于为谁培养 ， 则

是一片茫然。

同时 ， 在家长中还存在着忽

视德育 、 鄙视劳动 、 把常规美育

等同于考级、 考证的不正常现象。

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化

培训机构 ， 往往夸大其词 、 抬高

其位 、 贬低正轨 ， 套用所谓的

“西方先进理念” 来煽动年轻的家

长 ， 客观上也增加了这一群体莫

名的焦虑感 。 我们认为 ， 这种不

正常的思维有必要得以纠正。

对此， 今年的上海教育大会给

了我们深刻启发。 德育一定要从小

开始， 并且一以贯之， 要朝着 “大

中小幼一体化” 努力， 循序渐进、

潜移默化， 提升针对性、 实效性、

亲和力 、 感染力 ， 让价值观的

“盐” 融入知识传授的 “汤” 里。

从我们的理解来说 ： 幼 ， 已

经成为一体化德育工程的初心环

节 ， 涉及到人生第一粒钮扣的位

置和基调。

“铸魂育人 ” 确实很有必要

从娃娃抓起 。 娃娃 ， 自然包括幼

儿园里的孩子和小学里的 “绿领

巾 ” 们 。 那么 ， 如何给娃娃讲真

理呢 ？ 因地制宜 、 因时制宜 、 因

材施教 ； 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 ，

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

起来； 同时，“注重启发性教育，引

导学生发现问题 、 分析问题 、 思

考问题 ， 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

到渠成得出结论。

■本报记者 朱颖婕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年老

母”突然替代“辣妈”，成了新一代年轻

妈妈的群体代号，而且她们似乎越来越

甘于“赚得了钱、修得了车、管得了娃”

的彪悍人生。

伴随 “中年老母 ”出现的 ，往往是

“云配偶”和“四脚吞金兽”———前者是

在育儿乃至家庭生活中都难得露面的

父亲；后者是让中年老母们感到花钱如

流水的孩子。

社会的变迁往往在文化现象上得

以体现。这些充满自嘲与吐槽的网络流

行语凸显了当下家庭的分工格局和育

儿焦虑： 父亲在育儿中的普遍缺位，使

得母亲不得不成了“十项全能”但无暇

顾及自己的“中年老母”；而全家望子成

龙的焦虑，又使得每个家庭在子女教育

投资上不遗余力，把孩子养成了“四脚

吞金兽 ”“超级碎钞机 ”———有家长戏

谑，按孩子体积计算，从出生到上大学，

每立方厘米花掉的钱相当于一克金子。

这批父母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他们

在儿时集全家宠爱于一身， 及至他们为

人父母， 也尽其所能地将同样的爱给予

孩子。心理学家认为，和“云配偶”常常忘

却自己“父亲”身份相对应的，是一门心

思做好母亲却忘了“妻子”“子女”等身份

的“中年老母”。自嘲和吐槽的背后，年

轻父母亟需一场对各自身份的“修复”。

■ “云配偶”“中年老

母”“吞金兽”等一系列充
满自嘲与吐槽的网络流

行语，凸显了当下家庭的

分工格局和育儿焦虑：父
亲在育儿中的普遍缺位 ，

使得母亲们不得不成了

“十项全能 ” 但无暇顾及

自己的女超人 ；而全家望
子成龙的焦虑 ，又使得每

个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

上不遗余力，把孩子养成
了“超级碎钞机”

■ 心理学家认为 ，自

嘲和吐槽的背后 ，年轻父

母亟需一场对各自身份

的“修复”

德育一定要从小开始， 一以贯之， 朝着
“大中小幼一体化” 努力

同一教育阶段完全可以实现德育与美育、

德育与劳育等方面横向贯通

从 “猪队友” 到 “云配偶”：

这是对父亲缺位育儿的无奈 “抗议 ”

从 “辣妈” 到 “中年老母”：

这是女性的自嘲， 也是对于妻子角色的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