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元培、叶圣陶、陶行知等都曾经

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小学语文教育

中，可见语文教育的重要程度。语文为

什么那么值得重视？

因为它不仅关乎知识的学习 ，更

关乎人格的养成。 当然， 还有非常重

要、 但也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点———

关乎一个孩子母语文化感知能力和母

语文化思维方式的培养。

每一个人， 因其受到所在族群的

文化基因的遗传， 其母语感知与思维

能力可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力。

这是我多年人生实践和学术探索的心

得与感悟。

对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甚至是整个

义务教育阶段而言 ， 从技能培养的

角度看 ， 其实第一项教育目标 ， 即

排在第一位的教育重任 ， 就是唤醒

这种母语文化的感知与思维能力， 培

养它， 壮大它， 最后让它成就我们的

孩子。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说过这样一

段话： “多年后回想， 语文课会勾起

你无限遐思 ， 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

课本 ， 闲来不时翻阅……对于很多

学生来说 ， 语文老师比数学 、 英语

老师更容易被追怀 。 不仅是课时安

排 ， 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

记忆有关 。 在这个意义上 ， 说中小

学语文课很重要 ， 影响学生一辈子 ，

一点都不夸张。”

语文学习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

字的训练。 语文也不只是字词解释，课

文也不只有中心思想。 通过语文的学

习， 要锻炼的其实是我们的感知能力、

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审美能力。

■陈斌斌

从广泛流传的习语 “兄道友， 弟道

恭” 中可以看出， 我国传统文化十分强

调和谐的同胞关系。 正是由于这种文化

传统的影响， 我国父母通常会教育孩子

要保持和谐的同胞关系。

良好的手足关系确实会让孩子受益

终身。 一项研究表明 ， 多子女家庭的

孩子在放学以后和自己的同胞呆在一

起的时间 ， 远多于和其他人相处的时

间 。 他们在同样的家庭背景下接受到

同样的教育方式 ， 并共同延续家族传

统， 因而即使成年以后他们位于不同的

城市 ， 这些童年时就被打下烙印的回

忆、 情感和责任等都会贯穿其一生。

成年后， 同胞之间的陪伴会明显下

降， 但是其关系会在中年时趋于稳定，

并延续终生。 甚至还有研究表明手足接

触会成为其重要的情感关系之一， 并与

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相关。

多子女家庭为孩子社交能力的发展

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 ， 孩子能

从和兄弟姐妹的社会交往中学习社

会认知技巧 ， 展现出亲社会而非反

社会的一面 ， 包括如何解决冲突 、

换位思考 、 提供情感支持 ， 以及调

节情绪等 。

现有的这些研究阐明了手足关系对

孩子各方面成长和行为的影响机理， 或

者证实了其间的相关性， 更多无法确定

的影响却是取决于父母对孩子的养育是

否得当。

同时 ， 调查显示 ， 有两个及以上

孩子的父母可能比只有一个孩子的父

母经历更多的育儿压力 ， 而育儿压力

同样也会对孩子的心理的和关系产生

影响。

最近的一项研究以上海167个婚姻

完整、 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为对象， 调查

了母亲的育儿压力、 母亲温暖的养育和

同胞亲密程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母亲的育儿压力越大，

就会导致她们减弱使用温暖育儿的方

式， 这会进一步导致子女之间的同胞亲

密程度下降。 这似乎说明了， 育儿压力

会影响养育行为， 进而影响儿童与兄弟

姐妹建立亲密的关系。

那么是否有一些潜在的保护性因素

来解决育儿压力呢？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因素就是父亲的参与。 尤其是在两孩

家庭中， 父亲需要积极配合母亲的养育

活动， 父亲以支持母亲的方式共同抚养

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儿童青少年的同胞关系质量 ， 也

对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

要影响 。 例如 ， 我国香港地区的社

会科学研究者Lam和他的同事在 2021

年完成了一项为期一年的纵向研究 ：

以香港 189个家庭的青少年同胞为研

究对象 ， 发现同胞亲密预示着更高

的亲社会能力和学业水平 ； 而同胞

冲突预示着更低的学业水平 ， 同时

会导致同胞中的弟弟受到更多的同

伴排斥 。

家庭系统理论强调家庭是一个复杂

的相互关联的系统， 它不仅突出了亲子

关系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 而且强调同

胞关系的影响。 此外， 从毕生发展的角

度来看， 亲子关系质量随着子女年龄的

增长会逐渐下降， 但是同胞关系质量在

整个青春期和成年期都保持着稳定的发

展。 因此， 同胞关系可能会显著影响个

体的发展。

一项为期一年的纵向研究基于我

国兰州地区平均年龄为16岁的青少年

样本 ， 探讨了青少年与父母和同胞之

间的积极或消极关系如何影响他们的

适应问题。

通过在同一模型中探讨青少年与父

母和同胞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能够在一

年后测量出每个家庭成员在预测青少年

适应问题方面的贡献。 研究结果表明，

与父亲的积极 (而非消极) 关系和与母

亲的消极 (而非积极) 关系与青少年的

内化问题 （例如， 抑郁、 焦虑等心理健

康问题等） 有关。 此外， 控制了与父母

的关系之后， 同胞冲突仍会影响青少年

孤独感， 而同胞亲密则减少青少年孤独

感、 抑郁和问题行为的发生。

另一项三轮的纵向研究调查了来自

浙江省平均年龄为13岁左右的青少年的

害羞行为与父母和同胞对其的亲密度之

间的双向关系。 害羞被定义为一种在新

奇或陌生的情况下表现出恐惧和焦虑的

退缩行为。 研究结果揭示了同胞亲密度

会减少青少年的害羞， 而青少年害羞的

减少又会反过来增强同胞亲密度 。 然

而， 在父母亲密度与青少年害羞之间并

没有发现这种双向的关系。 从这项研究

看出， 对于一些社会能力， 同胞的作用

似乎比父母的作用更大。 因此， 让儿童

多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互动有利于他们社

会能力的发展。

基于我国现有的实证研究， 父母因

素 (如父母如何与两个孩子项目、 两孩

父母压力和父亲参与等) 对我国儿童与

青少年同胞亲密度和冲突具有独特作

用。 同时， 同胞关系的质量对人们的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一定的影响。 未

来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 不应该忽

视同胞关系的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父母和同胞：哪个对孩子的发展影响更大

父母承担的育儿压力会影响子女间关系

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父母会使

用哪些做法来有效地解决孩子们之间的

同胞关系呢？

一个基于山东和浙江两省10-14岁青

少年样本的实证研究探讨了母亲在同胞关

系中的参与对青少年同胞间冲突的影响。

这一研究调查了母亲参与的两种

主要类型的亲子关系———积极引导和

威权控制 ， 对青少年同胞间冲突的影

响 ， 且这两种模式都在其他国家的社

会调查和研究中得到过确认和证实 。

积极引导被定义为一种积极调节，

即通过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鼓励孩子解

释自己的观点、 指导他们在出现分歧时

以和平的方式谈判， 从而让孩子们保持

良好的同胞关系； 威权控制则是对同胞

间冲突的一种严厉反应，包括言语惩罚、

身体惩罚以及非引导式的直接干预。

在我国的研究结果表明，母亲的积极

引导与同胞冲突之间呈负相关，而威权控

制与同胞冲突之间呈正相关。这说明，母亲

在解决同胞间的冲突和促进同胞间的积

极互动时，积极引导比威权控制更有效。

此外，我国的家庭中，母亲在参与同

胞关系方面的积极育儿行为似乎与一般

父母角色中“严父慈母”的传统期望一致。

也就是说，母亲作为主要照料者，应当以

温暖和支持的方式来教育和培养孩子。

解决同胞间的冲突，哪种方式更有效

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更早习得社交技巧

优雅阅读博雅思考，语文课影响孩子一生
为人父母者永远都想给孩子世间

一切最好的。 什么才是最好的？ 只有

物质的丰富未必给孩子带来最好， 没

有内在价值的支撑， 给孩子越多外在

的东西， 越容易造成他们精神的贫瘠，

甚至压垮孩子。 而母语文化教育是塑

造这种内在精神支撑、 内在价值支撑

的基础。

■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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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语文启蒙的过程中，我遇到过

许多孩子，与我们所想象的不同，儿童

对母语具有超乎寻常的热爱和超乎寻

常的感悟力。比如，一个孩子在学习一

年级下学期的课文《春夏秋冬》时，提了

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昨天今天明天，去年

今年明年，为什么不叫昨年呢？为什么不

把今天叫做明天，明天叫做今天呢？

其实，古人也不是没有“昨年”这个

说法。宋代有位诗人叫叶茵，有一首诗

就叫 《酒边次韵》， 其中最后一联就说

“昨年喜不为身累， 闭户何求阮眼青”，

这里头就用到了“昨年”这个词。但这样

用的人确实很少，而一般都用“去年”。

为什么？这就是中国语义、语词的

丰富性所导致的。“昨”这个字，从日从

乍 ，乍就是刚刚 、忽然 ，所以 “昨 ”字强

调的是刚刚过去，是指时间很短。而去

年的 “去 ”呢 ，是过去的意思 。显然 ，昨

天的“昨”，去年的“去”，虽然都是过去

的意思 ，但有着细微的甚至是微妙的

差别。 昨天是刚刚过去的一天， 而去

年是已经过去的一年。 当然， 我们也

可以说是刚刚过去的一年， 但年的时

间单位要比天的时间单位大得多， 所

以我们就常常说 “昨天 ” ， 用 “去

年 ” 。 对年月日来说 ， 日就是昨日 、

昨天 ； 年就是去岁 、 去年 ； 那么月

呢， 就是上一个月， 或者叫前月， 比

如 “前月浮梁买茶去”。 这样的区别，

体现了汉语语词的精妙之处。

儿童在阅读的过程中能提出这样

的问题非常不简单，这说明小朋友在学

习语文时， 已经有了看问题的独特视

角， 初步养成了切问近思的缜密思维。

一旦有了这样的思维，就等于打开了一

个广阔深邃的精神空间，发现了一个奥

妙无穷的大千世界。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 ：

“母语是指一个人自幼习得的语言，通

常是其思维与交流的自然工具 。”2018

年4月20日，为庆祝联合国“中文日”，我

受邀去联合国纽约总部做了名为 《志趣

与情趣———诗词背后的中国精神》演讲。

在讲座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诗词背

后中国精神的内涵与价值。 在我看来，

汉语构筑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美，而中国

的传统文化，处处散发着先哲们对于人

生的思考， 构成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

带我们寻回生活的本真。可以说，只有

熟练掌握中文， 我们才能顺畅地阅读、

交流、思考；只有精通汉语，我们才能高

雅地阅读、优雅地谈吐、典雅地写作、博

雅地思考。

母语的学习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是

永无止境的。 唤醒语言的感知能力、提

升语言思考能力，其实不仅仅是中小学

生， 更是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需要的。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学习对每

一个人的未来、人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是人生奠基的根本。

与母语的亲密接触，系统的语文学

习， 能够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丰富的

人、一个智慧的人、一个幸福的人，独立

思考、得体表达，并且拥有一双善于发

现美的眼睛，去拥抱美好的人生，去拥

抱属于我们的时代。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儿童在阅读中有异乎寻常的问题视角

语文学习有许多理趣与情趣在其中

唤醒母语文化的感知与思维能力

与英语、数学相比较，语文学习确

有许多不同之处。语文学习不是简单的

技能教育和知识学习，它关系到文化的

感知与认同， 精神世界的启蒙与塑造，

是与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永远息息相

关的课程。

要塑造一种有价值、有未来、有希

望的人生， 语文教育就一定要取法乎

上，必须要以国学素质的养成以及母语

感知与思维能力的提升为目标。 我从

2017年着手统编本语文教材配套拓展

读物的研发工作，开始了一段虽艰辛疲

惫却深感愉快而有意义的时光。这项工

作的投入量很大， 花费的时间也非常

多，但确实能够让人感到乐在其中。

其实，语文学习绝不枯燥，它有许

许多多的理趣与情趣在其中。

语言和文字是我们表情达意和进

行理性思维的工具，是我们一切创造活

动和审美活动的起点。因此，语文学习

对我们的未来、人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也是我们人生奠基的根本。

语文启蒙的学习，能够让学生的沟

通能力、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得到明显

的提升，促进他们母语文化感知能力的

提高与母语文化思维方式的养成，强化

文化认同并最终形成健全的人格。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能

力？因为人类是社会的动物、协作的动

物，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行动是人类社会

得以走向文明的基础。当今世界，多元

文化共存， 各民族之间要和平相处，全

人类要建设命运共同体，都需要有效的

沟通。语文学习无疑是帮助我们达成这

一目标的重要桥梁。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强大的理性思

维？因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人类正是

运用其理性思考，从观察和体验中总结

出了大自然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才建立起灿烂的人类文明，并在追求人

类美好未来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这种理

性思考。常言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

步难行， 在人际交往乃至国际交往中，

理性思维都不可或缺。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良好的审美能

力？ 因为人类是感性动物，“感时花溅

泪，恨别鸟惊心”，人类自觉的审美活动

让人们从生命活动中获得一种或优雅

或浪漫或崇高或壮美的人生体验，把人

和其他动物彻底划清了界限。 沧海桑

田，朝代更迭，但文明的薪火从来不会

中断。望月怀人，我们就会想起———“海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考试的喜报传

来，我们就会想起“春风得意马蹄疾，一

日看遍长安花”；朋友送别，我们就会想

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跟家人

去乡村小住，我们就会想起“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一幕幕多么美好

的情景啊！

若是没了审美，那月亮不过是一个

挂在天幕的圆盘而已； 若是没了审美，

那民居农舍也不过是些草屋草棚而已；

若是没了审美，那考试留下的喜悦怕也

没有那么畅快淋漓。

伴随着二孩、三孩政
策的实施，多子女家庭逐
渐增加。
调查发现，多子女家

庭中，父母的养育模式
对子女性格以及他们之
间的关系有很大影响。
什么是好的养育模式？
如何做才算“养育得
当”？这不仅取决于家庭
内部的环境和条件，取
决于孩子的性格和气
质，更取决于父母和孩
子之间的互动。

所谓好的养育模式，
关键在于父母必须更加
关注家庭中的每一个孩
子，让他们各自在各种磕
磕绊绊中收获爱的能力，
收获手足情深。同时，在
养育的过程中，父母也需
要不断修正自己，和子女
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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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子女家庭养育有什么禁忌

“老大照书养，老二
当猪养”并不可取

说起多子女家庭，大多数人
都会说到 “老大照书养 ，老二当
猪养”， 这固然是养育两个孩子
时父母真实的心态写照，但是养
育两孩或者多孩 ， 并没那么简
单。父母需要做的不在于是不是
照书养 ， 或者是照哪种理论养
娃，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养育新模
型 ， 包括思考如何平衡好两个
（或者多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如
何做到一碗水端平。

养育多孩的父母比一孩父
母承担更大的心理压力， 因此，

在物质上、心理上要提早做好准
备，做好比较长远的家庭规划。

切忌“有了老二，忘了老大”

传统的多子女家庭常常会出
现的一种情况就是 “有了老二，

忘了老大”， 而这是多子女家庭
必须要谨慎防止出现的情况。

因为在两孩家庭的过渡阶
段， 其实更需要关心的是老大，

父母应及早做好老大的心理预
案， 帮助老大适应老二的出生。

不要让老大感受到被忽视或者
冷落了。

切忌总是“大的要让
着小的”

无条件地只让年长孩子让着
自己的弟弟妹妹，长此以往会让

年长孩子产生不被重视、不公平
等心理困惑。一方面，家长应对孩
子的同胞关系问题时， 应该从每
个孩子的视角，用更加积极的引
导方式去协调同胞关系。另一方
面，家长在教育多孩时，要让每个
孩子感觉到公平， 孩子眼里的公
平比父母自己认为的更重要。

更加要防止“丧偶式育儿”

在两孩或者多孩家庭，父亲
缺失可行不通。父亲直接参与子
女的养育有利于孩子建立积极
的同胞关系。父亲可以通过打闹
游戏、父亲角色的榜样作用去积
极参与子女的互动 。另外 ，父亲
与母亲所建立起来的积极沟通
方式 ，良好的情感模式 ，为孩子
树立积极同胞关系的榜样，是孩
子学会如何与同胞建立良好关
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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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娃三娃家庭，父母如何“一碗水端平”

随着人口政策的逐步放宽 ， 从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 ， 到今年 5 月三

孩政策的出台 ， 带来了我国多子女

家庭的比例迅速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 ， 2013 年之前二

娃在新生儿中的比例约为 30%， 而

到 2016 年 ， 这一比例超过 45% ，

到 2018 年更是已经超过 50% 。 最

新数据显示 ， 2019 年全国新生儿数

量超过 1470 万 ， 其中 59.5%是二

娃或以上 。

新的人口政策变化不仅可能再

次影响我国的家庭体系 ， 也给社会

科学领域学者从事家庭研究提供了

新的样本 ， 为学者们在一个尚未被

研究的文化背景中研究同胞关系提

供了宝贵的机会。 最新的研究显示，

多子女家庭的子女之间的关系 ， 与

父母处理子女间关系的方式 、 父母

的养育模式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