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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城镇化建设中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

王允威，瞿中俄
( 攀枝花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分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摘 要: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将会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农村独生子女教育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详述了目前城镇化建设中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现状，分

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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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易县位于攀枝花市东北部，其气候条件相当

优越，早春蔬菜、特色水果和养殖业是当地人民经济

收入的主要来源。米易县人口 21 万，各类学校百余

所，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 2． 8 万余人。我们“科

技、文化、卫生”三下乡调研队先后走访了米易县贤

家村、橄榄河村、马槟榔村等城镇化建设示范村庄，

对学龄在 5—22 岁独生子女家庭教育进行了问卷调

查，现就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和

解决办法报告如下:

1 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现状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米易城镇化建设

示范区的独生子女日益增多。攀莲镇贤家村、丙谷

镇橄榄河村、白马镇马槟榔村的独生子女人数家庭

分别占本村家庭总数的 50%、80%、80%，农村独生

子女家庭所占比重较大，其教育现状却不尽人意:

1． 1 家长对独生子女教育本身认识不到位

1． 1． 1 家长自身文化教育水平低，与孩子交流不够
问卷调查显示家长学历是本科、大专、高中或中

专、初中、小学及以下的比例分别是 5． 4%、5． 4%、
37． 84%、13． 51%、37． 85%。大多数家长其实知道

教育的重要性，懂得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学习创造未

来的道理。但也有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在校生和其他

同学没吵架，没闯祸，老师没有开单独的家长会，一

切就好，活费按时供应，最后只关心期末的学习成绩

怎么样，根本不会和孩子谈心，或者专门到学校了解

孩子的学习生活状况。
1． 1． 2 迫于生计，家长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

生活在农村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忙于生

计，根本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导致孩子所受的教育

基本都是放羊式的。
1． 1． 3 家长对于如何教育孩子认识不清晰，不懂得
孩子的教育规律

家长普遍和孩子交心甚少，无法进行思想交流

平时生活上给孩子的印象就是勤劳。还有多数家长

认为，学校才是孩子受教育的地方，教育孩子是老师

的事儿，家长只要管孩子生活就行，对孩子的教育长

期抱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态。
1． 2 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教育方法认识不到位

1． 2． 1 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缺乏时代性
这些城镇化建设示范区的独生子女家庭，家长

本身知识面较窄，大都依照以前自己父母教育自己

的方法再来教育孩子，一些错误的教育方法被延承

下来。缺乏成熟的家庭教育理论，忽略了教育的时

代的背景、忽视了孩子真正的需要。父母把对子女

的爱和教混同起来，甚至用爱代替教，有些家庭教育



陷入溺爱和过分管制的误区，因而严重影响了家庭

教育质量。
1． 2． 2 当前的教育方法缺乏创新性

调查发现，约有 21． 62% 的家长会利用金钱的

诱惑教育孩子; 18． 91%的家长存在有棍棒式教育的

思想。用物质刺激来调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的方法

是不正确的，不利于孩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形成。有 37． 84%的父母在自己孩子做了让她们满

意事情的时候，只是自己暗暗高兴，很少直面表扬子

女。其实孩子的成长更要有父母的肯定，这样他们

才会更加自信。
1． 2． 3 只关注学习成绩，不注重全面发展

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家长认为孩子的学习成

绩才是孩子的一切，甚至成为衡量一个孩子好坏的

唯一标准。家长之间、亲戚之间、朋友之间的见面第

一件事情无外乎就是孩子的成绩，分数几乎成了孩

子的一切。与升学相比，家长并不怎么关心孩子的

全面发展，据我们调查发现，不爱运动的孩子占到

24． 32%。因学习而导致近视发病率有所提高，肥胖

学生增多。孩子只有平常体育课会锻炼，运动不够，

身体素质差。这种只重视学习成绩，而不注重德育、
美育和体育，使孩子今后很难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1． 2． 4 用娇宠溺爱的方式来疼爱孩子

在学 校 老 师 的 眼 中，出 现 了“独 生 子 女 问 题

多”、“独子难教”的现象比较普遍。16． 22% 家长觉

得家里只有一个独苗，对孩子包办过多，不仅不让孩

子做家 务，连 自 理 劳 动 也 由 家 长 包 办。还 有 45．
95%的家庭过度溺爱孩子; 有 83． 78% 的家长听说

孩子表现好便高兴，听说孩子表现差就不耐烦，不能

实事求是地对待孩子; 有 10． 81% 家长还当着孩子、
老师的面，指责别人的孩子，夸奖自己的孩子。这

样，孩子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唯我独尊”的心态，往

往明知做得不对，也要说谎开脱过错，变得不诚实。
1． 3 孩子自身缺乏大局意识

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多数都被捧在手心，孩子们

养成的唯我独尊的傲慢情绪，会带进班级生活圈子

中，难免以自我为中心，集体意识会下降，导致不能

与其他同学和谐相处，严重者会导致心理问题的出

现，从而影响到学习成绩下降。

2 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现状形成的原因

2． 1 由父母主观性心理造成

不能客观地评价和要求孩子，给孩子造成不良

心理压力。一方面，18． 92%的家长过高估计自己的

孩子，放大优点，无视缺点，从而出现非理智的行为

方式。例如，不切实际地把孩子看成是天生的学习

人材、科学家等，盲目进行智力投资; 或是过早地给

孩子强化灌输各种书本知识，将孩子当神童，弄得孩

子苦不堪言。另一方面，一旦发现孩子的某些缺点，

就无限扩大，用各种方法压制、掩饰，用不正确的方

法引导孩子。
2． 2 由父母的补偿性心理造成

父母总希望将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于孩子

身上，从而在心理上得到补偿。自己的受教育水平

有限，呆在农村，受了很多苦。想让孩子吃得好，穿

得好，享受得好，接受好的教育，将来找到好的工作，

结果给孩子过度享受，过度保护，过度灌输，过度疼

爱，恶性循环，从而造成一系列教育问题。
2． 3 由父母的虚荣心理造成

爱子之情，人皆有之，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各方面

都表现突出，成为人人夸奖的孩子，这种心理是非常

正常的。但如果这种爱子之情是基于一种炫耀和虚

荣心理，就会给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总希望

一些‘有天赋’、‘才华出众’的儿童不要被父母娇惯

坏了，因为这些做父母的很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

而忘记了应该让孩子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不

应成为孤芳自赏，自命不凡的人。”虚荣心让他们只

注重孩子的外表，而不看重孩子的内在品质，只注重

孩子的表面行为，不去分析产生这种行为的内在心

理。这样很难帮助孩子们纠正错误。更严重的是，

这种虚荣心通过父母言传身教而传给孩子，从而养

成了孩子许多不良习惯。
2． 4 由父母的无知心理造成

对孩子教育的理解和认识缺乏，不懂得做好孩

子的教育规划，想到哪儿，做到哪儿，甚至不知道对

与错。不能辅导孩子学习，叫孩子自己做、自己看，

没时间管理。学习问题仍然存在，对学习的兴趣急

剧下降。虽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但是就这个情

况看来，有时父母不正确的说教却对孩子的健康发

展无益。

3 解决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几点建议

独生子女教育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

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有机结合的整体，不

可分割。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启蒙教育的关键环

节，决定着孩子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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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父母应学会言传身教，当好启蒙老师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行对孩子

的成长有着重大的导向作用。父母的言行、待人接

物的方式和方法，孩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间，耳濡

目染。父母和孩子长期相处，教化、影响一生。所以

说父母的言行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切不可掉以

轻心。家长做好孩子的启蒙老师，就该从自身做起。
3． 2 父母应学会因材施教，掌握巧妙方法

家庭教育，首先父母应充分了解孩子，依据其兴

趣爱好和身心发展规律，因势利导。在智力开发上

应根据孩子的心理特点及兴趣爱好，不搞过度教育;

在日常生活中，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从中挖

掘孩子潜在的能力，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物

质供应上，应把握分寸，培养孩子正确的消费习惯。
研究适合孩子的家庭教育规划，树立良好的家

风，给孩子良好的家教。学会和孩子交朋友、谈心，

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以及人际交往和心理发展状

况。把人格教育、苦难教育、爱心教育、协作教育、能
力教育和亲情教育等六方面尽量贯穿到整个孩子的

成长过程当中。
3． 3 父母应学会创造条件，培养非智力因素

成绩决定一切是对教育错误的认识。社会的不

断发展，给我们的启示是: 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才

更能适应时代的进步。孩子需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

全面发展，才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家长应在关

心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注重培养孩子的非智力因

素。珍视和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对孩子千奇百怪的

问题和行为不能一棒子打死，应该引导和鼓励他们

的探索思维模式，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利用孩子的

直接兴趣延伸更多兴趣领域，最终转移到学习兴趣

上来。要给孩子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不要忙于

给孩子做主，这样孩子会失去本该发挥的天赋，导致

孩子面对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没有自己的主张和见

解。要加强孩子的体育锻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

强健的体魄才能更好的施展自身才华。
3． 4 父母应学会赏识激励，加强正面引导

没有赏识就没有教育。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就

是渴望得到尊重、欣赏和肯定。就精神生命而言，每

个孩子仿佛都是为了得到赏识而来到人世间的。赏

识导致成功，抱怨导致失败。不是“好孩子”需要赏

识，而是赏识使他们变的越来越好。父母要培养孩

子“一千次被打倒，也相信自己第一千零一次能够

站起来”的胆量和气魄，赏识孩子，使他们能够谦虚

和勇敢地面对人生。身教重于言教，父母要严格要

求自己，要生活中的每一细节为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以身作则，对孩子来说，才最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On the Problem of the Only － child Home Education in the Urbanization
WANG Yunwei，QU Zhonge

( Biolog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College，Panzhihua College，Panzhihua，Sichuan 617000 ，China)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the only way which must be passed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large group of only － child is sure to be the main force of the building of modernizations．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to the only － child in the rural area is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concerned social focu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home education to the only － child in the urbanization at present is illustrated，the reason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analyzed，and the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has been put forward．
Key Words: Urbanization; The only Child; Home education; Present situation，;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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