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教周刊

JYDB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５１－００５２ 邮发代号：61－141 第41期 总第3689期 2022年4月30日 星期六 今日4版 四川省教育厅主管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主办

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教育导报网

电子版：jydb.scedumedia.com 邮箱：jjzk-2@126.com 电话：028-86110109 总编辑 屈辉 值班副总编 刘磊 责任编辑 张文博 美编 彭浩然

总体来看，父母对亲子关系的认

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对自己的

认知和对孩子的认知。马渝根指出，

部分家长由于缺乏对自己的认知导

致对孩子也不能完整地认知，或者部

分家长用自己的认知替代孩子的认

知。

当孩子步入青春期后，家长发

现难以走进孩子的内心，如何懂得

自己的孩子成为困扰许多家长的难

题。马教授建议家长多关注以下四

个方面：孩子的内心世界正在发生

怎样的变化？家长在孩子的眼里是

什么样？家长眼中的孩子是怎么样

的？家长的内心世界发生怎样的变

化？

“要助力孩子的成长，家长一定

要对孩子有清晰的认识，包括孩子的

思维模式、情绪反应模式以及危机应

对模式等等。”马渝根强调，首先，认

清孩子的性格特征，才便于与孩子有

效沟通，家长也才能对自己有更好的

调整。

其次，在亲子沟通中，了解孩子

的性格取向，双方才更容易彼此理解

接纳，产生共情。换言之，了解清楚

孩子的性格，家长才能“对症下药”，

更有效地去鼓励孩子、引导孩子，否

则家长只能“白忙活一场”。

在此，马渝根提出了两个和孩子

性格有关的重要概念，一个是自我空

间，一个是期待取向——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里，父母总

是期待孩子“听话”，这样一来，孩

子的自我空间就会非常狭窄。长大

后，孩子更期待自由，希望自己有

话语权、选择权。期待取向在心理

学上分为外控型和内控型。外控型

孩子非常在意别人的关注与重视，

比如很在意父母对自己的表扬和批

评。当遇到失败，外控型孩子更容

易归结于外部原因，比如当成绩下

降，他们可能会认为是老师授课原

因或者同学影响。

内控型孩子则时常忽视外界的

目光，更在乎自己的感受，把很多结

果归结于自己的力量，相信凡事都操

之在己，他们会将成功归于自己的努

力，将失败归因于自己不够聪明。马

渝根补充道：“内控型孩子通常比较

自律，遇到困难，更愿意自己去解决；

外控型孩子则更依赖于别人对自己

的管理，具有较高的遵从性，对父母

的追随程度较高。”

“如何认清孩子的性格”“怎么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这两个问题一直是许多家长心中的困惑，马渝根

教授家庭教育年度系列讲座第三讲——《懂得你的孩子》，继续以做明智的家长为核心，从心理学的角度揭

示孩子的不安全感、无意义感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指导家长帮助孩子克服学习上的焦虑和压力，应对成长中

各种各样的障碍，为孩子的成长赋能，最终将孩子培养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认清性格特征 为孩子成长赋能
■ 实习生 秦小涵

Q：在一个家庭中，妈妈是支持者，
14岁的孩子是叛逆者和怀疑者的混合
体，那么，孩子和妈妈的觉察和期待往
往不能统一，请问妈妈要从哪些方面
去改变？

马渝根：家庭中每个人都是独特

的，存在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

会影响父母与孩子沟通，同时也不妨

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

家长首先要学会给孩子赋能，与

此同时，了解自己、悦纳自己，避免固

化自己的认知模式，不要将自己的价

值观和期待强加给孩子。其次，家长

要用自己的“德”去影响孩子，这里的

“德”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道德，而是

家长自身的心态、素质等。母亲是支

持者性格，要克服着急与冲动，尽量做

到静虚柔弱，冷静下来分析究竟要解

决什么问题。遇到难题，要与孩子坐

下来一起讨论商量，让他做出选择，唤

醒孩子的自我意识和内在潜能，把学

习变成自主性学习，而不是当成任务

式学习去逃避。所以，家长尽量调整

自己的性格，有效与孩子沟通，才会起

作用。

Q：我家孩子13岁，今年初二，从
小学开始学习基础就比较薄弱，一直
到初二仍然没什么提高。近期，孩子
有一门学科提高到100分，并且当上
了科代表。但是他对另一门学科就很
讨厌，说怎么学都学不会，考不好，作
为家长应该怎样去引导和帮助呢？

马渝根：偏科确实是个普遍的问

题，要追溯原因可能是孩子一开始学

习的时候没有掌握好，产生无助感，就

采取了回避态度。

现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

先，让他静下来思考一下现在的状况，

究竟偏科到什么程度，赶上正常进度

有多大的距离；其次，认真回顾课本，

从自己掌握得较好的部分开始挑战，

给自己设定小目标，不断努力直到完

成自己的小目标，体味成功的幸福感，

看到希望后再继续给自己设定目标，

做这种尝试能够产生信念感——只要

我能够掌握到好的学习方法，全身心

投入到学习中，并且坚持下去，就一定

能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念感，孩子也

会更加自觉，产生新的动力，一步一步

地往前走，相信这门功课最后也一定

能够突破。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要不

断给孩子赋能，不要催促孩子的进度，

陪伴孩子慢慢地进步。

Q：我的孩子今年上幼儿园大班，
老师经常给我反映孩子的行为习惯不

好。我也产生了一些焦虑，应该怎么
去改变孩子的习惯呢？

马渝根：进入幼儿园意味着孩子

走出家庭，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

中。如果说 0-3 岁我们强调依恋模

式，那么，3-6岁就要强调规则意识，孩

子身上出现的不好现象可能来自于家

庭，家长可能在孩子小的时候没能很

好地陪他一起建立规则。

遵守规则与自我意识的萌芽有

关，当孩子出现这些行为问题，部分家

长只看到表面，不断口头告诫孩子要

听话，这其实违背了儿童教育。仅仅

让孩子听话是没用的，听话容易处于

外设的预期，而遵守规则才是去发展

内部的预期，即内控。家长可以多关

注孩子，慢慢引导孩子去遵守一些规

则，让他懂得一些道理，这样坚持下去

会有很大的改善。

当孩子步入青春期后，家长时常

感到无法和孩子进行交流，更没法为

孩子的成长助力或赋能。

青春期的孩子通常会出现很多

生理变化、认知变化以及社会情感

变化，其中最核心的变化是自我同

一性危机。孩子在心理上逐渐表现

出自我掌控感，不断去思考“我是

什 么 人 ？”“ 我 未 来 将 成 为 什 么

人？”，最终形成对自己以及对社会

的基本设想和信念。

“孩子觉察到的自己和他人觉察

到的自己能不能同一，这个他人可以

理解为父母亲，如果两者能够协调，

孩子的状态就会比较稳定平静；如果

不能协调，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冲

突。”在马渝根看来，父母的期待过高

或者孩子的自我评价太低，孩子的自

我意识无法同一，可能在自我意识的

扩散中选择回避或者麻痹，与他人的

距离开始拉远。

“当孩子自我意识扩散，严重者

可能失去对未来的愿景，看不到希

望，没有上进的动力。”马渝根结合身

边的案例进行了说明，比如，初中成

绩很优秀的孩子一进入到重点高中，

家长就给他们特别大的压力，期待自

己的孩子能考上北大清华，孩子接收

到这个信号后，对成绩越来越敏感。

“孩子成绩突然大幅下滑，不是智商

问题，而是他的自我意识扩散，出现

无助感，变得懒惰逃避。”

对此，马渝根不断强调：“家长要

了解孩子，给孩子赋能、助力，尤其是

给他心理方面的支持，让他成长。”对

于青春期的孩子，家长更多地是倾

听、观察、体谅、理解，接纳孩子。青

春期的很多现象都是共性的、暂时

的，不会一直存在，家长如果过度焦

虑，不断固化孩子的问题，可能会造

成孩子自我概念的混乱和不稳定，同

时会导致情绪不稳定。

那么，孩子的自我意识究竟有

些什么特点？“青春期的孩子普遍过

度关注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马

渝根指出，这种自我关注通常在初

一初二、高一高二比较突出，到了

初三高三，孩子有了升学的压力，

可能又会逐渐淡化。“无论什么时

候，家长都要努力地和孩子建立起

良好的沟通关系，让孩子感受到你

能够理解他、接纳他，产生共情，

然后唤醒自我，接纳自我的不完

美。”

了解性格取向 关注自我空间与期待取向 懂得孩子心理 关注自我同一性危机

根据自我空间和期待取向，孩

子可以分为以下四种典型形态

——

支持者 他们习惯于日程安

排，非常自律，对自己也有较高要

求，很容易接受并乐意完成父母交

代的任务。他们遵守纪律和规则，

反感打破规则的人并容易表现出

来。这类人通常不善于变通，看起

来有点古板，不近人情，在学习生

活中可能与同学有距离感。

对于支持者类型的孩子，家长

不用太操心，因为他们通常做事认

真，但是要注意，这类孩子比较古

板，很难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如

果环境发生变化，他们就会感到挫

败。这时候就需要父母的引导，支

持者一般都会乐意倾听。

怀疑者 这类人做事谨慎，喜

欢思考事情的合理性，所以经常提

出很多问题。这类孩子很有主见，

遵从性不高，尤其对于他不认可的

事情通常会采取回避的态度。但

当他自己想明白了，也会乐意去完

成。

对于怀疑者类型的孩子，父母

则要多花一点时间，与孩子讨论，

了解他的思路，让他选择能够接受

的方案。如果怀疑者过于追求事

情的细枝末节，无法快速做出选

择，家长可以给他们设定一个合理

限制，让他们跳出思维的怪圈。

义务者 这类人喜欢群体生

活，喜欢帮助别人，非常热心，也最

具奉献精神，他们非常在意外界预

期的取向，比如父母、朋友、老师的

认可程度。但他们通常难以坚持

做好自己的事情，经常半途而废。

当因为成绩下降被父母责怪时，他

们可能会认为父母只关注成绩，感

到委屈。

对于义务者类型的孩子，家长

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并且多鼓励他，

但是也要提醒孩子建立底线和边

界，帮助他通过自我意识建立内在

督责机制，同时也要有一个共同的

外部监督。通过内外监督，让守义

者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叛逆者 叛逆者反抗外部的

预期，也反抗内部的预期，面对外

部要求他们通常不肯合作，与父母

容易对抗。

对于叛逆者，家长最好采取三

元素沟通模式，给他提供咨询，再

和他一起分析做这件事情所发生

的后果，最后鼓励他们自己做出选

择。这样，叛逆者就不会觉得是家

长在要求自己做事，而是自己在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四种性格趋向

“四种性格分类较为典型，一般来说，

孩子的性格是交叉的。”马渝根补充说，实

际上存在多种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性格，家

长可以结合讲座知识更加细致地去关注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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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渝根教授家庭教育系列讲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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