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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核心家庭模式中，父亲
要顶“半边天”

德国诗人席勒说过：“父子之所以
是父子，并非因为血缘关系，而是因为
心意相通。”苏文胜认为，这句话点出了
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事实：父亲的身份
并不是天然就获得的，而是在参与抚养
孩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苏文胜梳理了家庭教养模式的变

迁史，发现有三个阶段：最早，是母

亲教养模式，从母系社会到男耕女织

的农业社会，主要由母亲养育孩子；

此后，是扩展家庭模式，姑姑婶婶、

爷爷奶奶等大家族成员参与孩子抚

养；如今，随着社会发展，已经进入

核心家庭教养模式，主要由父亲和母

亲共同抚养孩子。父亲要主动承担起

抚养孩子的责任。

不少父亲在育儿中遇到困难，
有的父亲不甘心处于从属地位，所

以退出；有的主动参与了，却因为

故事讲得不好等被批评，只得忍气

吞声。

“先处于从属地位不可怕，把孩子

的成长放在第一位。”苏文胜鼓励父亲

们要有信心，母亲十月怀胎跟孩子有天

然联系，一开始对孩子的需求感知力较

强，但随着孩子长大，父亲的优势会逐

渐体现出来。但是，如果父亲不在早期

就主动参与孩子的成长，会错过和孩子

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时机。

苏文胜认为，父亲的功能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和孩子母亲培养积极的关

系，花时间陪孩子，养育孩子，恰当地规

训孩子，引导孩子走向外面的世界，成

为孩子的模范。

发挥父亲的性别优势

画家丰子恺创作了很多家庭教育

漫画，其中《托举》令人印象深刻。父亲

托住孩子的胳肢窝把孩子举过头顶，孩

子咧开嘴角，笑得灿烂。托举、让孩子

骑在肩膀上，都是男性的优势动作。

苏文胜坦言，孩子刚出生时，自己

也很茫然，随着一步步参与孩子的成

长，才逐渐建立起父子间的感情。总结

经验，他发现：“男性在力量上有优势，

能和孩子玩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而运动

和游戏，是父亲和孩子建立亲子关系最

好的切入点。”

两父子游泳，苏文胜就跟儿子聊哪

吒闹海的故事，还将其中有意思的情节

演绎出来，玩耍中儿子对水产生了亲近

感，等到学一些专业技巧时，就不会排

斥。

“游戏是建立孩子安全感、自信心、

好奇心、创造力的重要路径。”苏文胜

说，父亲对孩子性别意识、自律、人际交

往等的影响，是母亲难以取代的。父亲

在陪伴中展示的性别特质，给男孩刚

毅、果敢、拼搏、进取的榜样力量，给女

孩如何与异性相处起到潜移默化的影

响。

有父亲觉得在家没有存在感，明

明关心孩子，孩子却感受不到。苏文

胜给父亲们支招：三步建立存在感。

第一步，表示你的爱。孩子回家了，

第一时间放下手上的事情，迎接孩

子，孩子能感受到被重视。第二步，

表达对孩子的在意。他在做什么事，

跟哪个同学关系好，多问一问，聊一

聊。第三步，展示你的关心。把孩子

的优点表扬一番，给一点建议，比

如，怎么处理人际关系会更好。

孩子到了初高中，苏文胜建议，父

亲就不要“刷存在感”了，要学会“站在

一边”，让孩子独立做决定，倾听他想做

什么，理由是什么，给出建议，坚定地支

持他，允许试错。同时，要始终保持良

好的沟通，不要盲目放养，而是随时关

注孩子。

父 亲 多 陪 伴 ，孩 子 更
聪明

苏文胜认为，在儿童成长中，建立

良好的心智模型，对于智力发展至关重

要。

苏文胜解释，心智模型是一个随时

能调用的知识结构体系，比如一个心智

模型建立得完善的人，说到地球，就能灵

活地调用生物学、宇宙学、物理、数学等

多个学科的多个分支领域的知识，帮助

自己组织语言、认识事物或解决问题。

父亲拥有很强的获取外部信息、空

间想象、逻辑思维等能力，对于孩子智

力的发展、知识体系的建立，乃至形成

更完善的心智模型，有良好的促进作

用。

“孩子 3—6 岁是空间感、运动、语

言、数字的关键期。”苏文胜提醒，空间

感、运动、数字是父亲的强项，父亲在孩

子这一阶段成长过程中参与得好不好，

在孩子三年级学习难度增加时才会呈

现。孩子 6—12岁是逻辑、创造力发展

的敏感期，12—18 岁是批判精神的形

成时期，都需要跟父亲多沟通。

父亲如何与孩子沟通？苏文胜提

倡，做权威型父亲。这不是说要命令和

约束孩子，而是通过说理和努力塑造孩

子的价值观来影响孩子。苏文胜建议

父亲掌握家庭教育的黄金分割线：表扬

和责备的比例为 5:1，养育和管教的比

例为 4:1，把责备和管教控制在一定比

例，对孩子的教育才有用。

孩子成长过程中，父亲的主动参

与，能让孩子更优秀，成为一个人格健

全、心智成熟、人性充沛、生命力蓬勃的

大写的人。

苏文胜：教养孩子，父亲也是主角
■ 记者 胡敏

母亲十月怀胎，跟孩子有着天然的联系，而父亲不同，需要在参与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产生激发父爱的一系列激素，获得愉悦和幸福的感觉，父爱才从真正意义上产生。

父爱有什么不可或缺的作用？父亲有什么独特的性别优势？6月17日，本报联合成都市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濯锦讲堂·家庭教育云课堂”，特别打造“父亲节专场”分享会，

邀请到成都广播电视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苏文胜谈“父教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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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仕超朱仕超

让爱和希望让爱和希望
陪伴我们渡过难关陪伴我们渡过难关

一声“爸爸”，眼泪差点
没包住

这是朱仕超头一次和女儿分开这么

久。

1月 25日，正月初一，四川省首批援鄂

医疗队集结出发，中午，在省卫健委的大院

里举行完出征仪式后，朱仕超率先上了大

巴，想着临行前跟家人通个电话。刚和妻

女连上视频，车外的记者们立即围上来，

“长枪短炮的阵仗，把氛围搞得有点悲壮，

两岁女儿一声清脆的‘爸爸’，我眼泪差点

没包住。”

年前，朱仕超的岳父岳母就多次跟他

们说，今年一定要回广元过个团圆年。

“休假刚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广元，就

从新闻里发现武汉的情况越来越糟。”朱仕

超主要从事重症监护室的感染防控工作，

平时也会在 ICU里碰到各类病原体，考虑

到自己的专业能在武汉有用武之地，他立

马给领导发了消息，“如果武汉那边需要更

多的医务人员，希望能优先考虑派我去，因

为武汉可能会累积很多重症患者，需要

ICU的感控经验，派我去更适合。”

第二天，大年三十一早，朱仕超就接到

回成都待命的通知。他把妻女留在老家，

自己开车从广元返回成都，路上又接到可

能出征的消息。到了大年初一凌晨，终于

通知上午出征，他的心定了下来，随之而来

的是忐忑、激动……但并未有过犹豫。

“家人的信心取决于我的信心。”朱仕

超说，“这次的病毒感染并不是绝症，作为

长期和各类病原体作斗争的专业人员，我

们还是有足够信心的。”

团圆年最终还是没能团圆。

1月25日晚上9点一刻，首批援鄂的川

军队伍抵达在武汉的住处，朱仕超抽空写

下了第一篇日志：

“……这是头一个没有陪着家人度过

的除夕夜，但有无数的白衣天使跟我一样

都在这个除夕夜值守与奋战，我只不过是

普通一员罢了。……”

“爸爸去打病毒啦！”
1月26日，我省首批援鄂医疗队正式入

驻协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战斗随即打响。

朱仕超是感控医生，对医院感染进行

预防和控制，虽然不直接对患者进行救治，

但却承担着最大限度降低医护人员感染风

险的重要任务。“如果我们医疗队的队员出

现了感染，那就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这是

朱仕超最大的压力。

“我们第一批去的时候没有任何经验

可以借鉴，只有靠自己摸索。”当时，协和武

汉红十字会医院已经出现医护人员被感染

的情况，朱仕超和另外3名同事组成感控小

组，凭借自身的专业经验，进驻之后立马着

手各项感控工作：重新规划病房感控流程、

布置隔离区、优化医务人员通道……

为了减少感染风险，朱仕超所在的感

控小组坚持每天下班高峰期在脱污区守着

医护人员脱防护服，有问题及时纠正和提

醒，这也意味着他们最晚才能离开，错过饭

点成了常事。晚上回到住处后，朱仕超要

汇总每位队员的健康状况，而对于医护人

员救治过程中出现的防护服划破等问题，

他必须及时给出风险评估，并承担起情绪

安抚、心理辅导的工作。

所有事情忙完，常常已是深夜。

“一周过后，我们的感控工作就渐渐步

入正轨了。”朱仕超谈到，感控小组摸索出

的经验，为后来到达的医疗队提供了参考，

每一支四川医疗队到武汉后，他们都会去

为其做感控培训，“看着我们第一支援鄂队

伍全体平安，这些后来的战友也更加自

信。”

在武汉，朱仕超只有吃午饭的时候，能

和家人视频通话。两岁的女儿不理解什么

是疫情，也不明白为什么只能在视频里看

见爸爸，“爸爸，您去什么地方了呀？”“爸

爸，您什么时候回来呀？”女儿清脆、带着些

奶气的声音，对朱仕超而言，是那么的动

听，“爸爸出差啦，爸爸去打病毒啦！……”

偶尔，女儿也会因为爸爸没回家，流露

出一丝丝哀怨或生气的情绪，朱仕超在日

志里默默写下想对她说的话：“也许，你现

在还无法理解，但爸爸相信，等你长大了，

一定会为爸爸的选择感到骄傲。”

“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
人，挺好！”

5月12日，有网友发布了一组医学生志

愿者在灾区的合照，配文写着：“12年过去

了，这群勇敢的年轻人现在在何方？”很快

有人认出，其中一位穿黄色 T 恤的少年就

是朱仕超。

12年前，他作为志愿者奔赴地震灾区，

12年后，他作为感控专家驰援武汉，媒体纷

纷报道，称“后浪”已成“巨浪”，而朱仕超则

自我调侃，“少年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只是

体重多了40斤。”

朱仕超在农村长大，“从小在我父亲身

上学到的是做人要踏实、质朴，能吃苦。”21
世纪初，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教育部

联合实施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帮助西部地

区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

业，受其资助，朱仕超先后就读于绵阳中

学、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并以优异的

成绩完成学业。

“当年沐浴着国家的恩情成长，如今国

家需要我了，所以我来到了疫情前线。”朱

仕超在日志中写道：“我并不多么杰出，也

不多么崇高，只是想着做一个对国家和社

会有些用的人，体现自己做人的价值，挺好

的。”

朱仕超的援鄂日志一直持续到 3月 21
日医疗队返蓉，洋洋洒洒三万三千多字。

因人手不够而亲自动手搬氧气罐的老教

授、外婆去世仍忍住悲伤坚守岗位的护士、

免费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司机、患者出

院写下的一封封感谢信……朱仕超以温暖

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传

递出爱与希望。日志后来被制作成沙画视

频，在网上广为流传。

“春风拂过，花终究会开。”

4月3日，朱仕超返蓉后结束隔离，和家

人团聚，从 1月 25日算起，他们分别了整整

70天。一踏进家门，女儿就冲过来，要给他

一个拥抱，朱仕超赶紧拦住，在洗手消毒之

后，才将女儿搂进怀里。

作为一个父亲，朱仕超说：“经历过这次

疫情，希望以后能给女儿一种更加正能量、

积极向上的引导。”现在女儿还无法懂得太

多，如果能和长大后的女儿对话，朱仕超现

在最想告诉她的是：“我们的国家很可爱，为

了遏制住疫情，全国上下同心协力，付出了

巨大的努力，这样的国家值得去爱！”

目前，朱仕超在自己的岗位上，又投入

到了紧张的工作中，国内的疫情还在反复，

但有一点他始终相信：“病毒在蔓延，但爱

和希望比病毒‘蔓延’得更快。”

在孩子的成长路上，父亲的教育和陪伴不可或缺；而在社会中，每一位父亲又有着不同的角色和需要承担的职责。父亲节即将来临之际，我
们采访了一位“新手”父亲，作为四川省首批援鄂医疗队的一员，他勇往直前战斗在抗“疫”一线，他是女儿最好的榜样。

编
者
按

■ 记者 葛仁鑫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是朱仕超过的第

三个父亲节。

5个月前，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医院感染管理

部医生朱仕超主动请

缨，成为四川省首批援

鄂医疗队的一员，在大

年初一就随队奔赴武

汉。在连续奋战的57天

里，他负责感染防控工

作，保护医务人员“零感

染”安全返回。而在繁忙

的工作之余，他以日记的

形式记录下战“疫”前线

的所见所闻和点滴感悟，

激励着无数人。今年的

五四青年节，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援鄂青年突击队

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在4月30日省委书

记彭清华主持召开的青

年座谈会上，朱仕超代表

华西援鄂青年突击队以

及四川援鄂医疗队青年

发言。

在患者眼中，他是

与病毒抗争的白衣天

使；在公众眼中，他是奋

不顾身的抗“疫”英雄；

而在家里，这个“80 后”

小伙是儿子、是丈夫，也

是一位“新手”父亲。两

岁多的女儿现在无法懂

得太多，但朱仕超相信，

女儿总有一天也会和现

在的自己一样，能够感

受到，爱与希望“蔓延”

得比病毒更快。

父亲节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