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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和进步，联
合国将每年的 5 月 15 日定为国际家庭日。
创建美好家庭，需要很多因素的配合。笔
者认为，我国家庭常见的一个问题是父母
缺乏和子女的边界感。那么，如何才能建
立健康的界限，创造美好的家庭呢？

互相尊重，彼此独立

健康的家庭界限需要彼此尊重，而不
是单方面的服从。

中国家庭缺乏界限，既有传统的观念
影响，也有现实的焦虑。在传统的农耕社
会，为了生存资源的最大化和社会结构的
稳定，往往将孩子视为家族血脉的延续，
孩子的一举一动关乎父母颜面，飞黄腾达
是“光宗耀祖”；做了错事则“家门不
幸”。对现实的过分焦虑，则让很多家长立
志“鸡娃”，为了“卷”出成功，经常对孩
子耳提面命、越俎代庖。

今年上映的电影 《爱情神话》 有这样
的情节：年过四十的老白已经做了父亲，
可是他的母亲依然不经许可、随意进入他
的房子，经常自作主张拿走他的私人物
品。在前两年的热播剧《隐蔽的角落》有
一位母亲，为了逼孩子喝牛奶，甚至大打
出手。

夸张的艺术来源于生活，父母打骂孩
子、“检查”孩子日记、偷听孩子电话、
闯入孩子房间等行为并不鲜见。这一切都
是假借“为你好”的名义而行之。而实际
上是将孩子视为没有独立意志的附属品，
借助对孩子的关心、照顾来实施控制，剥
夺孩子的自主权，甚至羞辱孩子的尊严。

还有一些父母缺乏独立意识，把孩子
当作情绪垃圾桶。更有甚者，当自己无法
处理好夫妻关系，把孩子当作延续夫妻关
系的绳索，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
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
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纪
伯伦这首 《致孩子》，值得每一位家长
诵读。

拉开距离，建立健康界限

要建立健康界限，本质上需要家长跟

孩子拉开心理距离，区分孩子的事、大人
的事和共同的事。

家庭里有属于共同的事务，大家都需
要付出。比如说家务劳动分工合作、家庭
共度的时间、家庭礼仪传统等。但还是有
很多是属于个人的事，不宜搅和在一起。
作家张大春曾经写过，9 岁的儿子不让妈
妈用他的新橡皮，他认为儿子吝啬小气、
不与人分享。盛怒之下要孩子用笔写下

“不准别人分享的东西”，儿子哭着使劲在
纸上写下了他 9 年来写的最大的字——

“我的身体”。这让张大春极为震撼，他意
识到孩子有了自我意识，父母却没有尊重
孩子。

在网络上，我们经常看到家长哭诉辅
导孩子功课多不容易，父亲气得血压爆
表，母亲气到心脏要搭桥……这也是很典
型的缺乏边界，分不清自己的事还是孩子
的事。有健康界限的父母对孩子有合理的
期待，不会因为孩子偶尔完不成作业或者
考试失利，就认为“父母尊严”受到了冒
犯；不会因为孩子没有达到学习目标，就
认为自己教育的彻底失败。

“你可以给他们爱，却不可给他们思
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孩子需要父
母的支持和帮助，而不是凌驾和代劳。

学会放手，培养独立人格

父母和子女的界限不是一成不变的。孩
子很小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关照呵护，所拥
有的自由选择的空间也很小。随着年龄的增
长、能力的增强，父母要认识到孩子的自主
需要，要尊重他的独立意志，允许发表不同
意见，接受彼此的界限越来越大。父爱、母
爱都需要随着子女的成长，逐步放手。“所
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今生今世
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一些父母认为，孩子不听从自己的建
议就是在较劲，是对自己的蔑视，这样就
很容易把教养孩子视为权力的争夺，导致
情绪失控。父母歇斯底里的情绪爆发，可
能短时间之内让孩子因为恐惧而屈服，但
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独立能力的增
强，将越来越远离父母。

“你要向他们学习，而不是使他们像
你，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会在昨日流
连。”健康的家，需要彼此理解和相互尊
重。父母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善于理
解和沟通，并作为引导者，展示一个成熟
的人该如何生活。家长学会放手，才能培
养孩子的独立人格。

（作者系亲子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建立爱的边界，父母和子女应“亲密有间”
□□ 李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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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边疆创新农业机械

1960 年，13 岁的陈学庚随父
母支援新疆建设。后考入奎屯农机
学校机械专业，毕业后分配到130
团农业机械厂工作。

1992 年，陈学庚被调到新疆
农垦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在那
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机械创
新工作。他带领团队研发的棉花铺
膜播种机系列和膜下滴灌精量播种
机等，填补国内外农业机械的空
白，为新疆棉花生产的两次大幅度
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3 年，陈学庚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专毕业生成为院
士，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谁
是英雄，‘战场’上见分晓。”

研制铺膜播种机

20 世纪 80 年代前，新疆棉花
生产的总体水平很低。为了提高新
疆棉花生产水平，1979 年，兵团
引进地膜植棉技术。但是，人工铺
膜一天只能铺4分地；在地膜上点
种，进度慢、劳动强度大……铺
膜、播种效率低成为当时推广地膜
植棉技术，提高新疆棉花单产的

“拦路虎”。
为了扫除这个“拦路虎”，当

时还在农七师130团的陈学庚带领
地膜机研制小组在没有任何可借鉴
技术的前提下，于 1983 年完成了
2BMS型铺膜播种机的研制，班次
作业效率相当300个人工。

1984 年至 1994 年间，陈学庚
团队根据不同区域的土壤、气候条
件和农艺要求，继续研制、推广了
多种铺膜播种机，整体技术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铺膜播种机的推广，有效地推
动了新疆地膜植棉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棉花单产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1990 年，全疆地膜植棉面积占全
疆棉花面积的78.5%，皮棉亩产比
1980年提高了1.5倍。兵团人均管
理棉田面积提高了一倍。

研制膜下滴灌精量播种机

20 世纪 80 年代初，针对新疆
棉区无霜期短，有效积温不足的问
题，兵团开始推广“密矮早”植棉
技术。为了保证密度，播种时，每
穴下种 3～4 粒。因此，出苗后，
需要大量的人工将地膜下的苗放出
来，每穴保留一棵壮苗。到 90 年
代末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时，这个问
题成为提高兵团农业劳动生产率和
农业快速发展的第二只“拦路虎”。

水资源不足是新疆农业生产发展的瓶颈。
为了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
兵团开始引进、研究棉田滴灌技术，并创新了
膜下滴灌技术，填补了世界棉田滴灌技术空
白。但是，如何将铺膜、播种与铺管融为一
体，成为影响新疆农业快速发展的第三只“拦
路虎”。

面对这两个难题，陈学庚团队主动承担起
研制适用于膜下滴灌的精量播种机的任务。经
过4年奋斗，在一无先例、二无资料的情况下，
于 2002 年自主创新了一次作业完成 8 道工序的
2BMJ-12 气吸式精量播种机，填补了世界同类
机具的空白。

播种装备的创新有效地提升了新疆棉花生
产的劳动生产率。以兵团为例，2002 年棉花生
产每亩投入人工 8.5 个，2004 年就下降到 3.1
个；每个职工平均管理棉田面积由2005年的1.7
公顷提高到2010年的6.7公顷。

“为子孙后代留一片净土”

新疆地膜植棉技术在提高棉花单产的同
时，也带来了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残膜污染
问题。近年来，残膜回收问题成了陈学庚关注
的重点。他下定决心：“我的余生就是要和国内
众多科技工作者一起奋斗，攻克农田残膜治理
瓶颈，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净土。”

2015 年，他和团队开始全力攻关。目前，
他们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研发成功一次作业完
成残膜回收全套作业程序的联合作业机，当季
残膜收净率达到 90%；且回收后的残膜含杂率
低，为资源再利用创造了条件。

如今，年过古稀的陈学庚依然没有停下前进
的脚步。2017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农机、农艺、
农膜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残膜污染的新理念。

（作者系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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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庚，1947年4月29日出生于
江苏泰兴市，农业机械设计制造专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科研团队
先后研发出棉花铺膜播种机系列和膜
下滴灌精量播种机，为新疆棉花生产
的全程机械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成立于1877
年，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也
是该国唯一提供自然和科学技术史综合展
览的国家博物馆。该博物馆在传播日本自
然知识和科技史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其
工作包括调查研究，收集、制作和保存标
本，组织展览和教育活动。其中，该馆对
标本的收藏研究是一大亮点，不仅标本类
型丰富、数量庞大，而且持续更新，其在
收藏、研究、使用这些标本的过程中呈现
出以下几个特点。

广泛收集，类型丰富

该馆常设展览主要分两个主题馆：一
个是展示该国发展史、人与自然的关系、
地形地貌和地理科技成就等内容的日本
馆，另一个是展示宇宙及其构成的物质变
化、地球生物多样性、自然环境等内容的
地球馆。

该馆的工作重点是通过研究更好地了解
与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并阐
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因此，围绕标本
进行实证研究就尤为重要。该馆积极收集来
自世界各地的标本，包括动物、植物、矿
物、化石以及与科技史有关的其他材料。目
前，该馆馆藏超过400万件。

数字呈现，资源共享

为充分利用和全面保存标本资料，该

馆非常重视这些标本的数字转化。例如使
用3D数字技术全面分析并存储标本信息，
由此可作为最直接的物理证据永久流传。
该馆还将标本信息分类整理，配以图文、
音视频等多种方式展示，并在其官网公开
共享相关信息。

截至目前，该馆动物学数据库官网显
示共收录约680946条信息，植物学类数据
库收录约953018条信息，地质/古生物学类
数据库收录约341895条信息，人类学数据
库收录约1104条信息。

开展合作，广泛传播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与大学、研究机
构和各类博物馆开展合作、整合资源，广
泛传播、共享有关信息，以进一步促进相
关资源的应用。通过与大学及其他博物馆
的合作，其以标准化数据格式存储的藏品
或标本信息，可通过门户网站“科学博物
馆网”实现共享。相关信息也直接提供给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设施”平台，实现全
球范围的共享和传播。此外，为了防止大
学和各类博物馆拥有的珍贵标本和藏品流
失，该馆正在与众多组织、机构之间建立
安全网络。

无论常展还是临展，日本国立自然科
学博物馆的展览主题各异，风格多变，馆
内各式各样的标本随处可见，承载的内涵
丰富，将科学、艺术、历史、文化融于一
体，给观众无尽体验。观众在馆内，犹如
置身于标本王国，可近距离享受标本带来
的视觉盛宴，还学习了解标本与科学的
关联。

以三层北展厅“日本列岛的形成”主

题展厅为例。日本列岛拥有罕见的复杂地
质历史背景，众多生物不断重复着繁荣和
灭绝的过程。展厅通过大量不同地质年代
中的化石、岩石等标本来展示印证日本从
大陆架分离，到成为列岛之前的变迁历
史。通过标本展示，让展览富有生命力，
且充满历史文化厚重感，带给观众一场立
体的参观体验之旅。

日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旨在鼓励公众
思考，为公众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
来提供参考，为发展文化而努力，而对标本
的收集、研究、展示无疑为博物馆实现宗旨
提供了更现实的途径。

（本文第一作者系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
中心工程师；第二作者系中国科技馆观众
服务部研究实习员）

日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享 受 标 本 王 国 带 来 的 视 觉 盛 宴
□□ 金小波 陈少虞

上图为日本国
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下图为“日本
列 岛 诞 生 前 ” 版
块，陈列了日本最
早的化石、早期恐
龙、古生代浅海形
成的石灰岩等丰富
的化石标本

（图 片 来 源 ：
日本国立自然科学
博物馆官网）

近日，教育部发布 《义务教育劳动课
程标准（2022年版）》，今秋开学起，劳动
课将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一石激
起千层浪，为什么要开设劳动课，劳动课
究竟能让孩子们学到什么，家校如何联手
上好这一课？一起听听专家学者、老师和
家长的声音。

智商情商“劳动商”，一个都不
能少

新课标将劳动课的内容分为日常生活
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三大类别，
下设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烹饪与营
养等10个不同任务群。

为什么制定如此具体的劳动目标？教
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组组长、南京
师范大学劳动教育研究院院长顾建军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前些年，劳动课被弱化
和边缘了，个别中小学生出现了不珍惜劳
动成果、不尊重劳动和普通劳动者、不想
劳动、不会劳动等现象。

“很多学生在试卷上答题头头是道，现
实中遇到问题茫然失措，”深圳市龙岗区龙
城高级中学老师罗明君表示，“对着电路图
会做题，拿着电线不会接。更别说独立生
活，连最简单的饭菜都做不了。”

对此，新课标提出，有目的、有计划
地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培养学生正确的劳
动价值观、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

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老师
周宏丽看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劳动实践是面向现实生活和真实
世界的实践，不仅要教学生洗衣做饭、打
扫卫生，更要教育他们对知识躬身修行、
用双手“丈量”世界。

亲子作家、教育专家李峥嵘认为，劳
动是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因
此，她基于劳动的重要性，仿照智商情商
的说法，提出“劳动商”——概括学习者

在劳动的意识、习惯、技巧和规划管理方
面的品质。她认为，新课标就是要全面培
养孩子们的劳动商。

在劳动实践中探索自我

“从播种到收获 57 个葫芦的 150 多天
里，我学会了浇水、施肥、催芽、掐尖，
看着它们发芽、长蔓、开花、结果，我被
它们蓬勃的生命力折服。每次种植物都让
我深刻认识到要尊重生命，要对大自然有
敬畏之心。”

这是和平里四小学生刘天睿在种植葫
芦后写下的感受。周宏丽告诉记者，在种
植植物的过程中，孩子们不仅掌握了劳作
技能，还体会到了农耕的不易，纷纷表示
要更加珍惜粮食，还要保护环境。

“我举双手赞同开设劳动课，这是最实
用的必修课”，来自太原的 “80后”妈妈
李霞立志将8岁儿子培养成“暖男”。她直
言，应该从小引导男性参与家庭事务、承
担家务劳动责任，锻炼其动手能力。“我平
时会刻意带他一起做饭、做家务——为长
大后他拥有生活自理能力，也为培养他的
家庭责任感。”

心理高级教师、国家卫健委心理治疗

师曹大刚认为，劳动教育是回归生存本能
的教育。“双减”后的孩子有时间学习烹
饪、种植，是探索自己需求的过程，也是
获得父母和老师的关爱、完成情感需求的
过程。

“劳动教育是很好的具身学习方式，不
只是简单的锻炼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可
以带动智力、情感、思维的综合提升。”北
京市学习科学学会运营部部长张记书认为。

培养技能，更要培养劳动精神

连续8年，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电厂路小
学，每年都举办“劳动大比拼”活动。一
二年级的孩子比赛整理书包、衣物，三四
年级的孩子比赛包饺子、炒菜……在该校
校长薛东看来，劳动大比拼不仅要教劳动
技能，更要培养劳动习惯和劳动精神。

“植树节种树时，20分钟教会孩子们怎
么使用铁锨，这是劳动技能，不难学。”薛
东说，“我们给每个孩子都安排劳动‘岗
位’，放学后分别负责关灯、扫地、擦黑
板、摆放图书等，都很简单，难在每天坚
持，这就是培养劳动习惯。”他最看重的是
如何培养劳动精神——邀请物业工人、奥
运冠军等各行业代表作讲座，让孩子们学

会尊重劳动者，树立劳动光荣的理念。薛
东说，跟孩子们讲“奋斗”“拼搏”，他们
可能觉得遥远，那就跟他们讲“劳动”，物
业维修是劳动，运动员训练也是劳动，所
有的成功都需要靠努力劳动才能实现。

曹大刚认为，在劳动过程中，孩子们
还有很多心理收获——一是释放力比多，
通过劳动活动释放力量；二是一些与生命
相关的劳动如种植，能看到植物的生长过
程，是直观的生命教育；三是劳动过程中
可能遭遇挫折，是很好的挫折教育，其间
父母老师的陪伴、指导，能满足孩子被爱
的需求；四是劳动成果能给孩子带来收获
感、安全感，也会因自我实现受到尊重而
实现人格完整。

三位一体助推“落地”

如何避免劳动课走上被边缘化、弱化
的老路，真正实现“落地”？ 对此，薛东
表示，有了新课标，劳动课程就有了标准
和依据，学校会更加重视劳动课。他指
出，开展劳动教育，需要学校、家庭和社
会三位一体配合，以学校为主，家庭和社
区也应积极参与，营造崇尚劳动的氛围。

“说到让家长拍视频，很多家长‘慌’
了，感觉被‘留作业’了。”薛东笑着说：

“我是校长，也是家长。我在家里教女儿做
饭，她不学；但老师要求拍视频，她的积极
性一下就提高了。所以，这其实是‘帮助’
家长推动孩子学习技能，不应该看作负担。”

的确，新课标发布后，很多家长担心
增加负担。对此，李峥嵘建议，在设置课
程时应考虑尽量减轻家长负担。同时家长
也应言传身教，在生活中传递热爱劳动的
精神、善于劳动的能力。

“为防止形式化，劳动课程应注重可操
作性。”张记书建议，要给学生多种选择，
通过劳动教育提升学生的生存、生活、生
产技能，让学生在劳动中真正获得成长。

劳动课将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

培养孩子“劳动商”，你准备好了吗
□□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吴 琼

“劳动大比拼”现场 （北京市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