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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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多年前一个秋天的下午，随着一

阵稚嫩的啼哭声，我的小苹果出生了。

从那一刻起，我陪伴着他慢慢长大。他

会坐了、会走了、会跑了、会骑车了……

成长的每一步，都有我的见证；他上学

了、考了双百分、评上了“朗诵大王”、获

得了全国少儿拉丁舞比赛一等奖……

他的每一次成功，都让我欣喜。

和孩子一道成长，就似聆听花开

的声音，我们要用真心感悟，用情感培

育，用行动示范。只有家长自身转变

家教理念、学习科学的家教方法，提升

家教技能，才能跟上学校教育的步伐

和孩子成长的需要。

做孩子的榜样。希望孩子积极上

进，我就努力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

更好，大胆开拓创新，扎实实践；希望

孩子端端正正做人，我便对生活中的

真善美积极支持，认真效仿，对生活中

的假恶丑坚决抵制，让孩子看到我鲜

明的态度；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乐观豁

达的人，我在遭遇困难与挫折时，也不

在孩子面前抱怨，把快乐、阳光、健康

的正能量传递给孩子；希望孩子养成

良好的习惯，我便不拖拉、不散漫，按

时作息、将房间收拾整齐、自己的事情

自己完成，在我的影响下，孩子不论是

周末，还是寒暑假，作息时间和平时基

本保持一致，每一次回校，所有的物品

都自己整理。

做孩子的知心朋友。我会给孩子

讲我的故事。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童

年是在半饥饿状态下度过的。在镇上

上了初中，对镇上的同学百般羡慕，于

是暗下决心，一定要过上像他们一样

衣食无忧的生活，便加倍努力读书。

在校园里，我有调侃老师、逗趣同学的

场景，有少男钟情的故事，也有外出游

玩的经历；走上工作岗位，我有努力后

获得成功的喜悦，有遇到挫折后留下

的创伤，这些，我都会讲给孩子听。我

也会认真倾听孩子的故事。听孩子讲

述他和同学之间的妙趣故事；听孩子

讲述他对各位老师的印象；分享孩子

课堂上豁然开朗的欣喜、考场上横刀

立马力斩群雄的酣畅、操场上挥汗如

雨的欢快；听孩子描述江边野炊的无

拘无束，力陈英语节的妙趣横生、艺术

节展现自我特长的惬意；听孩子倾诉

成长的烦恼，和孩子一道走出荆棘泥

泞的困境，欣赏柳暗花明的美景。

和孩子一起学习。我常常和孩子

一起读书，漫步郭沫若、徐志摩、冰心

等作家的散文集，让我们领阅文采飞

扬，解读情感密码；《窗边的小豆豆》、

《狼王梦》、《堂吉诃德》、《童话人格》等

启迪着我们的心智，激励着我们共同

成长；唐诗宋词滋养着我们的底气与

灵气。我也常和孩子一起背诵《木兰

诗》、《卖炭翁》、《出师表》、《岳阳楼记》

等文章，让年至中年的我找回了读书

时代的童趣。趣味背诵，梳理历史知

识；快板形式，记忆思想政治知识点，

乐趣无穷。我还会和孩子一起做作

业，当孩子遇到不会做的题目时，我们

一家三个臭皮匠就凑在一起进行“联

合绞杀”，难题便会和盘没收。

和孩子一起玩耍。和孩子一起看

球赛，看篮球场上超级球星的星光熠

彩，为漂亮的进球拍手叫好，为神勇的

突破加油助威；看足球场上力量和美

的完美结合，为绝妙精传跳跃祝贺，为

千里走单骑、杀出重围一锤定音的进

球大呼过瘾。巴西世界杯上，我们父

子最钟爱的巴西队在半决赛惨败于德

国，那一晚儿子沮丧，我郁闷。第二

天，我们共同分析巴西队失败的原因，

其中急功近利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孩

子坦言，以后不管在学业上还是其他

方面，都要引以为戒。和孩子一起上

网，我请儿子做我的老师，教我打游

戏，孩子找到了自信，我也学会了新东

西。和孩子一起旅游，让孩子在行万

里路中融入社会、开拓眼界、增长见

识、愉悦身心。

委婉地传递对孩子的教育。我会

给孩子讲述《小男孩和苹果树》的故

事，教儿子唱歌曲《天亮了》，让孩子真

正领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不待”的厚重含义，引导孩子关注弱势

群体，培育他的爱心。责任心是一个

人日后能够立足于社会、获得事业成

功与家庭幸福至关重要的品质。有意

识地交给孩子一些任务，锻炼孩子独

立做事的能力。如果孩子遇到困难，

我会通过语言给予指导，不包办代替，

让他自己完成。让孩子做的事情，哪

怕很小，我也会检查、督促，对结果进

行评价，以此来培养他持之以恒、认真

负责的好习惯。

家长们，请和孩子一道成长。春

天，和他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夏天，

陪他一起看星星眨眼；秋天，与他徜徉

在金色的麦田；冬天，和他一起感受雪

花飞舞，会更加温暖。

“我们民族的文化是相对保守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谈论‘性’。”

陈一筠说，一代一代的孩子在缺失性

教育的情况下长成大人，当他们想跟

自己的孩子说点什么的时候，却不知

道说什么、怎么说。很多媒体用性做

噱头赚取流量，“我们都是过来人，但

孩子是第一次，他们瞪大眼睛在看。”

陈一筠说，不要让孩子因为无知而犯

错或受到伤害。

此外，来自外界的危险也不少。

近几年的性侵犯占到了未成年人侵害

案的三分之一以上，2018年比 2017年

增加了 30%，2019 年又增加了 42%，而

数据能展示的只是冰山一角。“所以，

我们不仅要跟孩子谈性，还要深入地

讲、提前讲。性教育在孩子们八九岁

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陈一筠说。

在陈一筠看来，青春期教育就是

让孩子不要因为无知所以无畏，要知

情，才谈得上“选择”。

青春期教育可以从狭义的性和生

殖健康、广义的幸福教育两个层次来

理解，涉及生理教育、情感教育、生命

教育三个方面。

生理教育，主要是理解第一、第二

性征的作用机制和原理。情感教育，

主要是关于少男少女在青春期的情窦

初开，如何去理解这种现象，以及这个

时期孩子的需求和权利。而生命教

育，就是理解生命，是哲学层面的青春

期教育。

这三个方面的知识，是教师、家

长、孩子三方都需要学习的，其中，家

长应该成为孩子青春期教育的主要力

量。学校进行的是规模化、标准化、公

开的教育，无法做到个体性、隐私性。

青春期孩子发育的差异性很大，并且

差异不只是两性之间的，个人的遗传、

营养、接触的信息，都是不同的，青春

期教育需要的差异化、个性化、隐私化

的教育，学校是做不到的。

陈一筠指出，家长和老师还应该

警惕青春期三大“帽子”：叛逆、早恋、

心理疾病。

在陈一筠看来，“越聪明的孩子叛

逆得越早”。青春期的成长，就是孩子

学会独立的过程。叛逆意味着对现状

的反思，只有在青春期给孩子探索的

时间和空间，他才能成长为一个能够

克服困难、独立思考，对自己的选择负

责任的人。

而不把青春烦恼打上“心理问题”

的标签，是孩子们能够敞开心扉、寻求

帮助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很多人看

来，走进心理咨询室就意味着“心理有

问题”，这会让孩子本能地抗拒这个地

方。陈一筠建议，学校如果能把相关

的工作改称为“陪伴”，可能会比所谓

的“咨询”“治疗”效果更好。

至于“早恋”，它虽然是合情合理

的，但也是需要家长和老师引导的。

青春期异性的交往，要倡导以群体的、

公开的、不带有偏见的交往为主流。

鼓励孩子与异性交往，在他们意识到

“男女有别”的时候去看看那些异性之

间的区别，他们也会悄悄地比较同龄

的异性与长辈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

他们恋爱、婚姻的早期铺垫与准备。

陈一筠指出，现在的孩子追求的更多

是精神上的共鸣，谈恋爱不再是无师

自通，靠本能就可以完成的事，它成为

了一门综合的学问，需要哲学、社会

学、心理学的知识，才能高质量地完

成。恋爱没有法定年龄，所以无所谓

“早恋”。青春期的孩子有资格体验友

情、经历爱情，家长和老师要做的，是

为他们保驾护航，而非控制。

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幸福
■ 宜宾市翠屏区家长学校总校 刘介均

关注青春期孩子的需求与权关注青春期孩子的需求与权利利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一筠谈“青春期教育”

■ 记者 梁童童

近日，在成都七中实验学校举行的“女童保护，共同的责任”专家交流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一筠

就“青春期教育”一题进行了专题交流。她认为，青春期的孩子有新的需求，也有新的权利，而家庭、学校和社

会，则要承担起为孩子保驾护航的责任。

青春期，一般指人 10 至 19
岁的时期。人类从出生起，身体

的各个系统都在快速发育，唯有

性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是缓

慢的、隐性的。进入青春期，人

的性系统就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在这个时期，少男少女们的

发育会出现三大生理变化。

一是整个内部系统的逐步

完善与健全，骨骼、肌肉快速生

长，大脑内部结构逐渐复杂，细

胞和组织趋向成熟完善，行动能

力和思考能力得到了很大增

强。二是第二性征的出现。三

是性机能的发育成熟。

“这个时期，孩子们有新的

需求，也有新的权利。青春期

既是花季也是雨季。”花季意味

着快乐、愉悦；雨季意味着困

难和挫折。青春期一般对应小

学四年级到大学一二年级的时

间段，是为事业做准备，也是

为成人、成家做准备的时期，

在陈一筠看来，孩子们所受的

青春期教育前者居多，后者很

少，而后者的重要性是不亚于

前者的。

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

头脑中充满了关于情感、生命、

两性关系方面的问号，而家长应

该承担解决这些问号的责任，引

领他们度过青春期。而这些知

识，是教师、家长、孩子三方都需

要学习的。

如何对青春期的孩子进行

性教育？陈一筠给爸爸妈妈们

支招，妈妈要跟女儿做闺蜜式的

谈话，说说“女人那些事”：如何

进行身体护理，跟男孩交往、接

触的底线在哪里，身体的哪些部

位是不能被触碰的；而爸爸就要

和儿子进行“男子汉之间的对

话”，聊一聊男人的担当、责任，

对女孩的尊重与保护。

“我们一定要给孩子打上有

关性安全的预防针，我们有责任

让孩子知道生命诞生的过程。”

陈一筠说。

当“男女有别”的第二性征出现，

使得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开始注意自

身的形象，有了希望接近异性、被异性

吸引等思绪，异性之间发生情感的萌

动，这些就是青春期的第三性征，是人

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会经历的正常现

象，是合情、合理的。

陈一筠指出，青春期少男少女之

间的交往，不应被扣上“早恋”的帽子，

或许称之为“早练”更加合适。“‘早练’，

不仅可以，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

一种‘必需’。”

成年之后，大多数人都会与异性

组建家庭，而在青春期这个从儿童向

成人过渡的时期，与异性交往成为了

一种择偶的练习，是为人生的下一阶

段做准备。

恋爱是青春期的孩子们由于身体

发育产生的正常需要。与“早恋影响

学习”这种观点相反，陈一筠认为，这

种需要不仅是正常的，而且对孩子的

成长和学习都有着积极作用。这种积

极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男女交往有助于缓解青春

期的性压力。进入青春期，无论是身

体还是心灵，都需要新的平衡。而少

男少女的交往只有发生在一个近距离

的物理空间或是精神空间（打电话、发

信息）才能生成一种新的能量，他们会

觉得开心、愉悦。这是异性之间的交

往才能生成的能量，可以滋养身体和

心性，帮助孩子们达到一个平衡、健

康，身心和谐的状态。

其次，有助于孩子排解青春期的

各种烦恼。青春期的孩子除了要应付

身体、情感的烦恼，还有做不完的作

业、考不完的试，山一样大的学习压

力。陈一筠谈起一个做过咨询的女

孩，一堂 45分钟的课，她 3次拿出镜子

来照，觉得自己不好看，想着要化妆、

整容。有的孩子在青春期遇到烦恼，

就像走着走着掉进了一个泥坑，不能

理解他的家长和老师无法把他拉出

来。帮助他走出来的往往是同龄人。

再次，有助于孩子智力上的发展，

提升自尊、自信。陈一筠认为，只有当

身体和心灵处于平衡和谐的状态时，

才是最有利于学习的时候。来自同龄

异性的肯定给孩子带来的自信，是大

人无法给予的。

最后，青春期的异性交往，是每个

人的第二次“断奶”，而失去这个机会，

可能就失去了练习与异性交往能力的

机会。“恋父情结”“恋母情结”等情感

问题的出现，在陈一筠看来，很可能是

因为在青春期没有与同龄异性群体有

正常的交流接触。

何谓青春期？

青春期既是花季也是雨季青春期既是花季也是雨季

情感的萌动，是青春期的第三性征是青春期的第三性征

青春期教育如何展开？

为孩子保驾护航为孩子保驾护航，，而非控制而非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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