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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Parents Have to Play a Teacher’s Role?
—Debate on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 of School-Ag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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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people often misunderstoo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old saying: “Parents are their
children’s first teachers”. In striving to be good parents, they also pick up books trying to be teachers of their
childre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take a case of Mr. Liu as a starting point to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and
make a point of view: if parents strive to play a dual role might lead to adverse consequences. This might
throw light on parents how to play better roles in children’s 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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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常有人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的原意误解，在争当好父母的同时，还纷纷拿起书本试图
当好孩子的老师。本文以刘先生的案例为出发点，分析了家长“争当”孩子的老师所导致的不良后果，
以期对家长们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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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又有古人云，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孩子善于模仿，父母言传身教，孩子耳濡目染，
父母是孩子今后品行发展的榜样。

绩一天天下滑，非常焦虑不安。刘先生说小刚小学时
成绩名列前茅，到六年级成绩开始不稳定，到现在上
初三了，尽管他“每天都给儿子补课，但他成绩还是
不见起色”。
问及补课一事，刘先生脸上闪过一丝骄傲。“不

不过时下有一些父母对此话理解有偏，竞奉之为

瞒你说，从前高考时，俺物理可是拿满分的，要不是

真理，争先恐后拿起书本，争当作好自己孩子的“第

其他科目拖后腿，我早上名牌大学啦。人家说，父母

一任老师”。更有甚者还有不少人暗自窃喜，以为自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可真全心全意地好好做孩子

己比孩子的学校老师教得更好。岂不知，在家长们模

的第一任老师——从幼儿园起就开始教啦，语数外啥

糊了角色，替孩子铺垫了每一步的路上，还可能潜藏

的，学校教啥我就教啥……孩子回家说学校里面老师

着一些难以察觉却悄悄蔓延的危机……

教的还没爸爸教得好呢”。虽然刘先生眼中掠过一阵

2. 案例回放：
有位刘先生，儿子小刚已上初三。眼瞅着孩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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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但旋即却又暗淡下来。“这不，我给他把这学
期的物理和数学都补过了，可考试还是没有考好，这
是为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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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超前帮孩子准备的父亲却怎么也想不通，孩

对小刚而言，年级越高，其学习成绩越不如从前，其

子为什么在补课后成绩居然会一路下滑？而且在班级

实就是考试由低难度任务转化为高难度任务的直接反

里默默无闻——甚至有的老师教了他两年，竟然不认

映。当父母的高期望引出高学习动机，又面临高难度

识有小刚这样一个学生！

的操作任务时，孩子感受到的学习压力将越来越大。
有研究表明，对事件的认知评价在生活事件与应激之

3. 案例分析：

间起着决定性作用，提出应激的认知中介过程理论[3]。

小刚父亲的逻辑很简单：“只要超前把孩子的书

根据这个理论，孩子会首先判断学习与自己有多大利
害关系，然后再进行学习结果是否可通过个人能力进

都讲完了，小刚就可以考高分了”。
殊不知，这种既当家长又当老师，全力为孩子补
课的举动，至少对有些孩子带来的负面效果远大于其
正面效用。

行改变的次级评价。

3.3. 从个体的学习方式等角度看“补课”
在父亲长期的“教鞭”下，孩子养成了依赖习惯，

3.1. 从知识获取的角度看家长“补课”

以为知识只要听懂就可以了，不必再多思多练，即使

即使家长在某些领域领悟力很强，且拥有一定知

不懂也可问爸爸，有随时可依赖的对象。殊不知，学

识量，但家长的知识覆盖不一定全面，会在许多方面

而不思则罔，学而不思则殆。正是家长随时提供的依

难以保证教学质量能赶上有专业素养的教师。术业有

赖阻碍了孩子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专攻，每个领域有许多衍生知识与相关学科的渗透，

从知识分类的角度看，知识可分为陈述性知识和

纲举而目张：以课本知识点为纲，但是“目”还需要

程序性知识。对陈述性知识而言，理解与记忆很重要，

相关学科的渗透和支撑。缺少广度与深度，知识覆盖

而对程序性知识而言，练习和强化必不可少。熟能生

会相对狭窄而浅显。

巧，缺少适量练习，知识点难以及时得到巩固和强化。

家长建立的学习支架不一定合理。随着现代教育

“一看就会，一说就懂，一做就错”，造成眼高手低。

技术的普及，原本平面的知识点在现代多媒体的教学

人都有一种倾向，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

方式下变得立体更易于掌握。受过专门训练和系统学

这种与生俱来的“能量节省倾向”和练习的荒疏极易

习过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的专业课教师，明了

导致学习成绩的下降，孩子学习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很

何种知识何时该使用何种教法，需要以什么为支架，

大程度上是由家长过分的“关照”造成的。

拓展什么样的知识点，怎样激发学习动机，怎样创设

从学习动机的角度看，孩子易滋生“为获父母赞

课堂情境，如何有效反馈，如何教更适合什么阶段的

赏而学”的想法，将原本需内化的“掌握知识”内在

学生 。试问在家庭教育环境下，需要养家糊口的父亲

动机演变成外化的为“获父母赞赏”的外在动机，造

其备课水平何以比得上精心备好一门课的专业老师？

成被动学习。

3.2. 从孩子感受到的压力看“补课”

3.4. 从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角度看“补课”

[1]

父母不厌其烦、循循善诱的辅导，很容易使孩子

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父亲好心的补课在某种程

的压力与日俱增。“家长为我付出这么多，不仅要养

度上却减少了小刚与他人的人际互动。相比于对全班

家糊口还要为我补课，千万别考不好，那样就辜负他

人操心的老师而言，父亲精力只专注于小刚。父亲的

们了。”对考试价值的认知评价随父母期望的高低而

有问必答，在小刚心中会形成某种错觉：反正我听与

有所变化。按耶克斯–多德森定律(Yerkes & Dodson，

不听课都无所谓，老师所讲听不会的，也不必向老师

[2]

1908)，动机水平与绩效水平呈倒 U 型曲线 。即对个

和同学请教，回家直接问父亲即可，致使原属于师生

体而言，低难度任务下，动机越高绩效越高；达到一

的互动被父亲侵占，同样减小了班级兴趣合作小组对

定值后，在高难度任务下，动机越高绩效可能会越低。

小刚的作用，减少了生生互动交流的频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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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从“父亲”与“教师”双重角色角度来看
“补课”
同时扮演着“父亲”与“教师”双重角色，难免
出现角色职能模糊，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亲子关系
的亲密程度，也会弱化其所扮演的教师角色发挥的教
育作用。据传，古代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宁愿外聘先生
为自家孩子“开蒙”，而不是亲自一笔一画地教，可
能也是基于这种担心。

3.6. 从教育断哺角度来看“补课”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现代“知识爆炸”
型社会，信息更新日新月异。在需要“终身学习”的
时代里，唯有掌握了合适的学习方法才是适应社会发
展的长久之计。父亲虽不遗余力地传授知识，却未教

应并重，家长应尽量配合学校教育，不必超前教育，
可适当“补充”。如必要的音乐、美术、健体等。此
三个阶段的“知识教育”并非如家长想象的那么重要，
“心智”的开启，技能的训练，广泛的交往，习惯的
形成，反而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并且常常是正规
教育机构所难以全面顾及的。
3) 在形式运算阶段(12～15 岁)，由于个体不仅能
进行假设演绎思维，而且还能够进行一切科学技术所
需要的一些最基本运算[4]，所以，孩子的教育将主要
由专职的学校教师来承担，家庭则负责提供安全温暖
的环境和必要的鼓励支持。
综上，学龄时期，根据孩子所处的认知发展阶段，
应兵分两路，以家庭的“养教”来配合学校的教学，
家庭仍应以养为主。不可喧宾夺主，更不要越俎代庖。
家长若执意既当父母又当“专职老师”，非但费力不

会小刚适应其他教学方法的学习策略，可见其教育方

讨好，从长远的角度讲，还可能贻误孩子的全面健康

式存在某些定势和漏洞，随着孩子年龄增加，若仍不

成长。

肯及时放手，将贻误孩子的正常发展。

4. 药方：“养教”与“教养”——按需选择
按照心理学家的观点看，婴幼儿阶段，家长对孩
子当以养为主，以教为辅。且此教并非数理之教也。

尤其重要的是：孩子健康的人格比什么都重要；
孩子不竭的求知欲和积极的学习兴趣，才是保证其长
远发展的动力和资本，舍此而进行的所谓知识提前和
补习教育，不仅无法实现家庭应有的“养育”功能，
也未必真能是孩子成为“会学习的人”。

这主要与孩子的认知发展水平有关。
1)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在感知运动

5. 致谢

阶段(出生～2 岁左右)，个体是通过与周围环境的感觉

感谢曲阜师大心理实践基地山东滕州育才学校心

运动接触形成动作格式的认知结构的。在前运算阶段

理咨询中心提供的案例，感谢陈萍主任，张昌耀校长

(2～7 岁)，幼儿可以凭借象征格式在头脑里进行“表

和马玉花同事等提供的无私帮助(注：本文中刘先生及

象性思维”。儿童主要运用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象征

小刚均为化名)。

符号)的象征功能和替代作用，在头脑中将事物和动作
内化。在这两个阶段，家庭应以养为主，应建立良好
的亲子关系，应让孩子尽量多地“动身体”，多听多
看多动作，同时注重培养孩子乐观开朗的心性和“按
部就班”的良好习惯。
2) 在具体运算阶段(7～11 岁)，由于个体获得了
守恒性和可逆性的概念，此时，家庭的“养”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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