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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孩子一离开我的视

线，我就焦虑。就连让他独自去小

区玩耍，我都会各种猜想，害怕出

现突发事件。比如，电梯事件(一个

小男孩在电梯里被大男孩暴打)，被

欺负、掉水池里、从游乐设施上摔

下来或被什么东西砸到。一想到

这些就不敢让他独自下楼，买了电

话手表，还是担心，时不时就会打

电话问一问。

案 例 中 的 妈 妈 是 十 分 焦 虑

的，以至于她的焦虑转化成了对

孩子的极度控制欲，这对于家长

而言是不健康的心态，对于孩子

的成长而言也会有一定隐患。成

都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家事部副主

任杨竹一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情况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在统

计数据时发现，犯罪的孩子一般

来自于离婚家庭，父母是缺位

的，父母的管教和关心也是较为

缺失的。而受害人家庭一般并不

存在这样的情况，受害人反而更

多来自于被父母过度管教、过度

保护的家庭。我们给受害人家庭

发家庭教育指导令，他们常常是

不接受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因

为家长没有法律保护的意识，自

然也不会认识到对孩子的教育是

存在问题的。”杨竹一指出，在这

个案例中，妈妈的状态危险在她

的焦虑、不安情绪是会传染给孩

子的。人的性格养成和他从小的

生长环境密切相关，家庭的和谐

才能带给孩子安全感。

家长克服焦虑的关键在于信

任孩子。只有把自主权真正交回

孩子手中，孩子才能对自己负

责，独立成长成人，这是家庭教

育最重要的“道”。家长还可以在

“术”的层面上做出哪些努力？胡

东海给出建议：家长可以学习一

定的发展心理学知识，了解孩子

成长的规律，把握关节的时间节

点。并不要求家长达到专业的水

准，只要掌握核心理论就足够对

孩子的教育提供有益的科学支撑

了。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一面

镜子”，孩子的很多问题都能从家

长身上找到影子。而在这些案例

所描述的问题中，家长们集中谈论

的都是孩子的问题。专家们提醒

家长，孩子的很多表现都是对家长

行为的反射与模仿，在对孩子言传

身教时，家长先要静思己过，莫论

人非，从自身做出改变，让孩子在

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中更好地学

习与成长。

专家共话家庭教育的专家共话家庭教育的““道道””与与““术术”——

信任信任 理解理解 接接纳纳
家是孩子最温暖的港湾家是孩子最温暖的港湾

■ 实习生 马晓冰

今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家庭教育逐渐从“家事”

上升为“国事”。“让家长回归家庭教育，让家庭教育回归科学”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社会的

期待。在“新时代家庭教育的发展与展望”研讨会上，主办方在征集到的上百条“家长疑

问”中选取了3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和问题，现场专家针对这些问题，释疑解惑，以期为新

时代家庭教育的具体实践提供有益指导。

案例一 孩子属于比较内敛的性格，

什么事都藏在心里，不善表达，遇到一些

事情也不太主动倾诉。如果碰着父母吵

架，不会哭，也不会帮助其中一方，属于

不闻不问，但心里比谁都清楚的类型。

作为家长，怕青春期孩子遇到问题时不

会倾诉，累积在心里，形成心理疾病。

情绪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不断产生、

传达和反馈。了解孩子的情绪表达特

点，帮助孩子有效释放情绪，是每一个家

长需要掌握的必备技能。

“孩子为什么不愿意表达，是家长

要思考的问题。”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

心理教师杨艳丽说，一方面，可能是家

长没有与孩子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关系，

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他不敢

向家长袒露内心；另一方面，孩子可能

曾经表达过自己的情绪和内心的想法，

但没有被理解与接受，所以表达在他这

里成为了一种无效的方法。只有真正关

心孩子，走进孩子的生活，才能了解他

喜欢什么、在意什么，建立亲子间的信

任关系，让孩子“愿意开口”。

教孩子如何表达也很重要。四川省

心理咨询师协会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专委

会委员胡东海说：“情绪管理的最好方式，

不是控制情绪而是表达情绪，使用越精确

的词语去描述感受，越能更充分地释放情

绪。”他举了一些例子进行说明。比如，一

个人说自己不舒服，“不舒服”就是一种模

糊的表达，如果进一步把这种“不舒服”描

述为“这件事使我感到尴尬，尴尬之外还

有一些愤怒”，这种情绪的表达就被精确

化了。精确地表达情绪能够使人具体地

感受和认识自己的情绪，也有助于更好地

去应对和处理它。

要做到“精确的表达”需要家长的示

范和引导。成都十八中学副校长陈棡

说：“爸爸妈妈要一起给孩子做示范，孩

子才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家长与

孩子互动的过程中，让孩子模仿、给他以

反馈，能帮助他学到正确、有效的情绪表

达。”每一代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从传

统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到大方自然的

“爱要大声说出来”，这种转变与示范，一

定是由家长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帮助孩

子建立起来的。

专家们也提醒家长：不同孩子与生

俱来的气质各异、性格各不相同，内向型

的孩子肯定没有外向型的孩子善于表

达，这并不代表内向的孩子心理有问题，

家长应了解孩子的性格特质，顺其自然

地接纳孩子，不必过于焦虑。

案例二 第一，孩子不太喜欢

和我沟通，可能是我太严厉了。第

二，孩子根本不看课外书，除非老

师规定的。她没有体会到阅读的

乐趣。第三，孩子不喜欢体育运

动。同样，她也没有体会到运动的

乐趣。孩子今年 10 岁半，是个女

孩，我是父亲。我觉得后两点都是

致命缺点。

家是孩子最温暖的港湾，父母

是孩子最亲近的家人，孩子不愿意

与家长沟通，一定是家长的沟通方

法、教育方式出了问题。基于这一

点，成都市青羊区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科研室主任李萍给出建议：第一，

学会倾听。倾听是家长与孩子换位

思考，明白孩子处境和需求的第一

步。只有彼此先听清楚所需要解决

的问题在哪，才能各尽其事，对症下

药；第二，学会理解。相互理解才能

相互认同，彼此认同才能达成共

识。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要给出明

确的态度，并进行准确的表达，既给

孩子可行的建议，也引导事情发展

的方向；第三，互相信任。有效的沟

通不是手拉手，而是心连心，只有与

孩子有共同语言，才能平等地交流，

否则“我说的你却不明白，你说的我

也不接受”，各说各话只能起反作

用。

“其实这个爸爸意识到自己的

问题在哪儿，但他缺少‘能做些什

么来改变’的思考。”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全球职业生涯规划师李蓉

说：“在试图解决孩子存在的问题

之前，这位爸爸已经给出了许多绝

对性的评判，比如‘根本不看’‘不

喜欢’‘致命缺点’等，从这些表述

能看出，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和孩

子平等对话的位置上来沟通和交

流。10 岁多的孩子不会排斥亲子

阅读和亲子运动，爸爸口中的孩子

‘不喜欢’，恰恰反映出他对孩子的

教育缺少日常陪伴的累积。在这

一点上，家长不能急功近利，一两

次的沟通不可能解决问题，爱运

动、爱读书的孩子是慢慢培养出来

的。”

“学校也需要给家长一些鼓励

作为驱动。”陈棡说，教育回归家

庭，家长的负担一定是在加重的。

学校如果只是布置任务不足以给

家长驱动力，要让家长感受到他的

教育和陪伴是有效的，学校要和家

长交流，表扬孩子向好的变化，实

现家校间良性的价值传递与循环，

在这其中，孩子也一定会有好的改

变。

严厉不是错，严慈相济是教育

孩子的好方法，但严厉如果成为了

家长与孩子间的隔阂，说明家长的

姿态摆错了。在有关是非对错的

底线问题上需要严厉的态度，但说

教式、指令式的沟通方式不可取。

很多家长虽然知道要心平气和地

与孩子对话，但还是常常“忍不住”

对孩子发脾气。出现这样的情况

怎么办？李萍的回答是：“把孩子

当成同事和领导。”面对相同社会

地位的他人，成年人是有控制情绪

的能力和必要性的。只有把孩子

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平等地尊重孩

子，他才能够尊重自己，也尊重他

人。好的亲子关系中，家长既是孩

子的朋友，又有着无言自威的影响

力，孩子也自然会不教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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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蓉认为，高质量的教育体

系，应该是家校社协同育人，各

归其位，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职

责，同时彼此理解、支持与配合，

从而促进家庭培养孩子的目标

与国家培养人才目标的平衡，以

及孩子当下成长需要与未来持

久发展需要的平衡。

“学校回归教育主阵地”是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根本前提，家

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

的补充。李蓉强调，家庭教育的

核心在于“给予个体‘如何面对

自我’的智慧，即建构个体灵魂

的雏形或树立个体生活的最初

立场，它不但使个体认识到‘我’

是什么，如何认识和对待‘我’之

外的一切，而且培养个体完善的

心灵”。社会教育在于让个体理

解其崇高的期待，无论是从智识

的角度，还是从身体和道德的角

度，每个社会都树立了某种人的

理想，人应该是什么的理想。

家庭教育是家长要承担育

人责任，必须要有全人教育的

理念。家庭的家风建设是一

个 慢 工 出 细 活 的 农 耕 体 系 。

“双减”目标不能只靠家庭和

学校任何一方的努力实现，教

育现象的背后是家校社各方

环环相扣的理念、方法与机制

的 复 杂 系 统 ，家 校 社 协 调 发

力，“双减”才能真正落地。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全球职业生涯规划师 李蓉

尊重成长规律

家长要拥有一颗平常心，

一味要求孩子超越同龄人，并

不能让孩子获得成功。当家

长遵从孩子的成长规律做出

抉择时，不再过多、无理地要

求孩子，才是对孩子真正的爱

护和尊重。

“双减”背景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 成都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家事部副主任 杨竹一

家庭教育的法律性和社会性

站在法律的角度，我们如何去理解家

庭教育？杨竹一认为，现阶段最大的问题

在于父母没有把未成年人当成一个真正

独立自主的人看待。一个家庭最重要的，

是对孩子的尊重和信任。“部分家长喜欢

控制孩子，其根源是不信任孩子。从尊重

角度来说，家长不仅仅要听孩子的意见，

同样也需要尊重他独立参与的意识。”

在杨竹一看来，家庭教育重在“三

教”。首先是劳动教育，四体不勤、五谷不

分的孩子怎样能看待世界？世界观最开

始的认识就是对劳动的认识。其次是对

审美的教育。在幼儿教育中，教孩子对

错，不如教他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最后，

是对礼貌的教育。有一些家长

说，“我经常教育孩子要讲礼貌”，

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却没有对孩

子说“谢谢”。孩子的礼貌教育，首先源于

父母怎么对待他，父母对他礼貌，他就会

对其他人礼貌。

杨竹一认为，这“三教”是《家庭教育

促进法》的道德义务，必须要实施下去，无

论是学校、社区，还是家庭，都需要贯彻这

样一个基本原则和准则。
家风建设

作为父母，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就

应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修养传

递给他们，帮助他们拥有一个美好的

心灵。正确的家庭教育是优良家风建

设的基石，也是孩子前进路上的指向

标。

（上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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