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苏莉

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但怎样教好孩
子，却是一门大学问。

你知道怎样和孩子进行有效平等的沟通
吗？你知道家庭教育应遵循哪些原则吗？你知道
孩子什么时候学习语言效果最佳吗？……4月8
日至11日，省妇联举办家庭教育指导者能力建
设研修班，邀请陆士桢、伍建新、曹中平等专家
学者现场授课，解答家庭教育中的种种疑惑。课
后，记者采访了其中部分专家。

你打算让孩子往哪儿跑
“许多家长常常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那我倒要问问你，你打算让孩子往哪
儿跑？”

4月9日上午，陆士桢的这句话引发台下
一阵笑声，也引起了共鸣。

陆士桢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
研究院名誉院长，兼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
会长，在青少年儿童和社会管理等领域有较
高学术造诣。

在这场关于新时期家庭教育的讲座中，
陆士桢痛斥了当前家庭教育的“四大误区”，
即“过分期望，过分替代保护，过分隔膜，过
分放纵”。 在她看来，“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的观念，正是过分期望的典型表现。

英语、奥数、钢琴、美术、舞蹈、小主持
人……家长花钱，孩子花时间，在各种各样
的培训班之间奔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是当前家庭教育
中最普遍的情形之一。有的小学生一周要上
9个培训班，每天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在陆
士桢看来，这是家庭教育的“舍本逐末”。她
大声疾呼：“家庭教育不能忽略价值观的培
养！”在她看来，价值观的培养才决定孩子往
哪儿跑。陆士桢举了药家鑫的例子。她说，药
家鑫的家庭注重培养他的音乐素养，但缺失
价值观培养，使他没能形成内在的核心价值
观， 没能构建一个完整正确的人生支撑，才
会发生交通肇事之后杀人的悲剧。

父母应当为孩子构建怎样的价值观？陆
士桢认为，当前，父母可以帮助孩子把“我
的梦”融入“中国梦”，树立进步的人生价值
观，坚持祖国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树立诚
信守纪、崇尚科学、热爱劳动、和谐包容等主
流价值观，构建良好的人生支撑。

亲子沟通：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明明很爱对方，却从未说过一句“我爱

你”，也从未给过对方一个拥抱，甚至任何身
体的接触都显得那么不自然。这是中国家庭
中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常态。

4月10日上午，香港注册社工、亲子教育及
社工专题讲座资深讲师伍建新博士在课堂上
分享了一段视频：为人子女者被要求给自己的
妈妈打电话，说一句“我爱你”。这个看似简单的

任务，完成起来却不那么容易。镜头前，打电话
的人从起初的犹疑、到讲出这句话的尴尬，到最
后如释重负，接电话的人则是从惊讶到感动，并
由衷说出“我也爱你”，从来不被表达的亲情在
这根小小的电话线之间流动。

伍建新为大家讲授的是良好亲子关系
的建立。他提出了拔苗助长、互相比较、苛刻
批评、过度处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见缺
点不见优点、不从孩子角度看事物、假民主
作风等家长与子女的沟通“十诫”，其中，他
特别提出亲子沟通中情感交流的重要性。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伍建新博士用自
己的家庭故事， 为这句话作了生动的阐述。
伍建新博士有一儿一女。从小，他这个做父
亲的每天都要亲一亲儿子女儿，当妈妈的也
一样。他记得女儿13岁时，邀请了同学来家
中玩耍。 当同学看到他们父女之间如此亲
密，顿时羡慕不已，因为“自己从来就没有被
父亲亲过”。

伍建新说，这个故事充分说明，情感交
流是每个人的内在需求，更是亲子沟通中不
可或缺的内容。他特别提倡父母与子女适当
的身体接触，比如拥抱。

父母在教育孩子中重塑自我
“父母的行动是无声的教育。”4月11日上

午，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曹中平在
谈到家庭教育时认为，家庭教育的一大特征就
是要求家长身教重于言传，突出示范性。

要求孩子少看电视，自己却抱着电脑游
戏不撒手；要求孩子讲公德，自己却在公园
乱丢垃圾；要求孩子尊老爱幼，自己却整天
与父母争吵；要求孩子保持房间整洁，自己
却把衣服袜子扔得满屋都是……这样的父
母，能教育好孩子吗？但这样的情形，在新生
代父母身上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谈到这一现象，曹中平认为，在独生子
女大潮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父母，在其孤独
的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自我为
中心的个性。

这样的80后如何做个合格的家长？曹中
平认为，与他们的上一代不同的是，这一代
父母受过高等教育、身处信息化时代，往往
能在教育孩子中获得自我成长。他认为，“重
塑自我”是新手父母成为合格父母过程中必
须经历的。

采访中，曹中平将父母分为5个类别。第一
类父母为孩子花钱，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但没有真正的教育观念。第二类是认识到
家庭教育的意义，肯为孩子花时间。第三类父
母认识到自身教育理念的不足，开始深入思考
如何教育孩子。 第四类父母为了弥补自身不
足，为了孩子而主动学习。第五类父母则是认
识到成功的家庭教育离不开家长的自我教育，
于是为了孩子而改变完善自己。 曹中平认为，
第五类父母才是“最高级别”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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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月桂

东帝汶总理夏纳纳·古斯芒带队入湘招
商，数十家湘企齐聚长沙，寻求海外合作与发
展的新机遇。

“目前东帝汶政治经济进入稳步快速发
展阶段， 湘企应该充分利用政府搭台牵线的
好机会，勇敢地走出去。”4月11日，中国湖南-
东帝汶投资合作洽谈会在长沙举行， 省商务
厅对外经济合作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年轻岛国百业待兴商机遍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热带小岛，有美

丽的海滩和山脉， 是个投资和经商的好地
方。”在4月11日的投洽会上，夏纳纳·古斯芒
这样向湖南介绍东帝汶。

东帝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2002年独立，
位于东南亚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 面积
14874平方公里， 人口117万。 主要矿产有金、
锰、锡、铜等，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丰富。中东两国
于2002年5月21日建交，两国关系正友好发展。

东帝汶农业十分脆弱。 低下的生产率和
低质量的产品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每年1月和
12月，70%至80%的村庄都会遭遇饥荒。

咖啡，是东帝汶的特色作物，东帝汶商工
和环境部部长安东尼奥·达孔塞桑介绍， 咖啡
已经成为东帝汶除油气外最主要的出口产品，
每年出口额约占全部家庭年总收入的28%，不
过都以初加工为主，附加值未能充分发挥。

此外，东帝汶海洋渔业资源极其丰富，包
括金枪鱼、深海啮鱼和虾等，具有较好的发展
前景，但政府目前对渔业管理还是空白。

东帝汶是国际上一致公认的富矿区，但
矿产资源开发一直停滞。 东帝汶制造业规模
小，以印刷、肥皂、纺织业为主，未形成规模化
的企业，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均需要进口。

旅游业是东帝汶的另一期待所在。 东帝
汶自然风光秀丽，旅游业前景看好，但目前落
后的基础设施和酒店等配套工程抑制了东帝
汶旅游业的发展。

现在的东帝汶社会逐步稳定， 经济活动
日益活跃，各行业均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一
些基础设施项目开始启动，电力、港口、机场、
码头等改造或扩建也逐步提上政府议程。“我
们对未来有清晰的计划,大型的基础建设项目
和建筑项目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夏纳纳说。

“目前是进入东帝汶很好的时机”
“对湘企而言，目前是进入东帝汶很好的

时机。”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相关负责人
认为，湖南与东帝汶在农业、渔业、可再生能
源、贸易、旅游等领域可全面加深对接合作，
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有极大的合作空间。

据介绍，东帝汶经济开放，税率低，政府大
力支持外资企业。2008年议会通过了东帝汶新
税收政策，旨在通过简化纳税程序、降低平均税
率吸引外来投资。 东帝汶政府制定了鼓励国外
投资的法律，并成立了专门机构以促进出口。目
前， 国际性金融组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意愿
很强，纷纷给予高额低息贷款承诺。

近年来， 我省与东帝汶的贸易额呈逐年
上升趋势，但总量不大，2012年实现双边贸易
额32万美元，2013年上升到82万美元，主要是
对东帝汶农业机械和大米的出口。

4月11日，隆平高科与东帝汶渔业部签署
了东帝汶农业产业园合作开发协议， 项目金
额达5000万美元，主要进行粮食生产、经济作
物、畜牧养殖、渔业开发、农产品精深加工方
面的合作。

“在当地发展农业， 最多3年可收回投
资。” 隆平高科国际市场负责人同样认为，现
在进入东帝汶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期。 当地
水稻种植水平很低， 还没有完全实现粮食自
给，市场需求大；与此同时，土地成本低，几乎
可以说是零成本；劳动力成本也很低，一个劳
动力一天工钱只有3至5美元。 该负责人还特
意提到，“当地人非常勤劳，政府作风好，诚实
守信，政策支持大，近年来发展趋势非常好，
我们认为是很理想的市场” 。

此外，东帝汶地理位置优越，可辐射东南
亚及澳大利亚等。 隆平高科正在当地全面推
广杂交水稻技术， 意在打造东南亚重要的农
产品生产企业， 未来必将带动一批农机、农
资、农产品加工等企业走进东帝汶。

在11日的投洽会上， 长沙斯博泰科技有
限公司也与东帝汶达成了初步意向， 并受邀
将于今年7月访问东帝汶。 公司副总杨聪介
绍， 东帝汶方面邀请斯博泰合作的项目主要
是垃圾焚烧发电和污水处理厂。

杨聪称， 东帝汶目前正着力旅游产业发
展， 因此很注重环境保护， 当地环保水平有
限，对于新能源、可再生资源等非常感兴趣。

人民非常勤劳，政策支持大———

投资东帝汶，
湘企准备好了吗

漫画/张杨

来自家庭教育指导者能力建设研修班的报道———

最好的家教：
为了孩子完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