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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到我家，就会发现墙上挂满了我创作的作品。

为了让我更好地学习绘画与街舞，爸爸妈妈曾经对家里进行

了一番大改造，让家里成为了我创作与练习的小天地。可以

说他们给予了我极大的创作自由，在家我可以随时随地，在任

何地方画画。沙发背景墙上挂满了我的画作，窗帘的图案也

是我最喜欢的画——梵高的《星空》。走廊的一整面墙上，是

我手绘的树与草地。客厅的一面墙被安上了一整块巨大的镜

子，方便我练舞。练舞的时候，妈妈还会帮我录下视频，帮我

调整动作。

除了绘画和跳舞，我还特别喜欢阅读。在我家里有4个

书架，每天爸爸妈妈会陪我阅读半个小时，和他们交流我的阅

读感悟，让我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同时也给予了我很多创

作灵感。除了学习，爸爸妈妈还会和我一起

拼乐高，带我去爬山、捉螃蟹，做很多有

益的事情。

对于我喜欢的事情，爸爸妈妈

总是给予我最大的支持，他们就是

我最忠实的粉丝。我想对他们说：

爸爸妈妈，我爱您们，因为您们的陪

伴，才让我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也会朝着梦想不断努力下去，不辜

负您们的期望。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王晨安

妈妈，我知道您工作很累。有时侯，我躲在门边看着您坐

在沙发上向爸爸倾诉，哭得稀里哗啦，一次又一次地抹眼泪。

我就好恨，恨自己不知道如何安慰您。

您事情很多，有时回家还要加班到深夜，您的睡眠也不

好，经常失眠。您工作很忙，随时随地都坐在椅子上面对电

脑，导致颈椎和腰椎也不好。

但是，请您相信，我、爸爸，还有奶奶、婆婆、爷爷，都会理

解并永远支持您！您不是喜欢追星吗？那就追吧，因为你需

要为自己而活；您不是喜欢拍照吗？那就拍吧，因为您需要一

个属于你的美好生活。加油！不要被困难打倒。妈妈，我和

您约定，您在做一位好母亲的同时，也要做

一个乐观、坚强，为自己而活的女人！等

我长大了，我和您当闺蜜，怎么样？带

上家人，我们到处游山玩水，看演唱

会。

妈妈，以后我想帮您分担一些

烦恼，也希望您的工作不要那么辛

苦，就算累，也要记得按时吃饭、睡

觉、休息。不过，请不要再把那些小情

绪发泄到我——身——上！

成都市高新区中和小学 罗峥琦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创作了《老猫的重生》的剧本，以前，我

们没有拍过电影，一开始没有把握，爸爸妈妈希望我多参与，

只要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能不能得奖不重要。我还以为不

会入选，别人的作品都拍得很好，结果我们的剧本获得了金凫

奖十佳剧本奖。一听到得奖的消息，哇！好开心，爸爸说这样

的快乐不是像打游戏那种低级快乐，而是高级的快乐。

我们的拍摄过程经历了失败、困难，但也很好玩、有趣，我

觉得很满意。而且在电影拍摄过程中，还可以学到知识，了解

历史。我在这次拍摄中很认真，也很快乐。虽然花了很多时

间，但这些时间都是值得的，以后再有拍电影的活动，我肯定

还会积极参加。

爸爸妈妈给了我很多爱和鼓励，我

在参加活动之前没想过剧本这么难

写，电影这么难拍，但是难的事情就

像爬山，累就对了，爬上山顶就会非

常快乐。我现在也越来越有自信

和勇气去挑战更多的事情，我爱我

的爸爸妈妈。

成都哈密尔顿麓湖小学 刘礼墨

我的妈妈，典型的“80后”鸡血妈妈，每天

活力爆表，精神抖擞。我的耳边永远回响着她嘹亮的声音：“包

鑫蕾，你作业做完了没有？”“包鑫蕾，你钢琴练完了没有？”“包

鑫蕾，你的书看了没有？”“包鑫蕾，你是不是没有事情做？你不

能主动去刷点题吗？”……总之，她像是在我身上安上了摄像

头，只要我一闲着，她就要“吹起小喇叭”，吹得我脑壳发晕。

跟我的鸡血妈妈完全不同的，是我那佛系的爸爸。他总

是说：“我们小时候没有兴趣班，没有网课，没有陪读，不照样

学到了知识。学习嘛，靠自己努力，顺其自然就好。”于是，陪

我上网课，他就坐在一旁玩手机，我专没专心他根本不在意；

给我听写英语单词，遇到不认识的，他读得别别扭扭，还让我

凑合听；我拿着数学题去问爸爸，他看了一眼，眉头一皱，说我

也不会，没事，把题空着；陪我练琴，我弹错了，他也听不出来，

非常好糊弄……总之，我那佛系的老爸，因为天

性随和，对我的各种学习总是不急不躁。

10 年来，妈妈的鸡血让我取得了

许多好成绩，爸爸的佛系让我能忙中

偷闲，鸡血和佛系看似矛盾，其实又

和谐。我希望我和爸爸妈妈妹妹

能永远互相陪伴，互相鼓励，都成为

最好的自己。

成都市东光实验小学 包鑫蕾

（“少年演说家之《家庭告白日》”节目

将于5月15日晚间20点50分在四川广播电视

台科教频道（SCTV-8）播出，也可关注“川教之声”微信公众

号回看完整版。）

新时代的家庭什么模样？
在高度文明化的新时代中，存在着

各种各样的家庭结构，有单亲家庭、也有

重组家庭、隔代家庭，还有普通的双亲家

庭。在这些家庭中，难免会存在老人介

入家庭教育的情况。这时候，父亲需要

主动平衡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胡东海往期的咨询案例中，有个奶

奶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对于教育孩子

有自己的一套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可能会

与母亲教育孩子的观念相冲突。当父辈

和祖辈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遇到分歧时，

容易让孩子钻空子，为自己的错误找“避

风港”，听不进任何批评和建议，导致抵抗

挫折的承受能力降低，不利于孩子的健康

成长，所以，必须改变这种分歧。

如何协调妻子和母亲关于教育方面

的矛盾，成为了父亲的必答题。胡东海

给出建议，父亲可以和老人多交流，找到

与老人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共同目标，从

而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做到互相合作，

而不是互相矛盾。完整的家庭教育需要

三代人的良性互动，父母应该积极主动

履行抚养孩子的主体责任，同时，也需要

适当发挥祖辈的作用，构建和谐的三代

家庭。

在现代社会的家庭中，尽管有全职

爸爸的存在，但全职妈妈的情况更加常

见，丈夫往往难以理解妻子的处境。“全

职妈妈的身份被固定为妻子、母亲，这会

导致她们产生孤独感，也失去曾经在职

场中取得的成就感。”胡东海谈到，做家

务和教育孩子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全职妈

妈的肩上。“所以，丈夫应主动分担，多与

妻子进行沟通。夫妻之间互相谅解，才

是构建幸福家庭的成功之道。”

优秀家庭需满足三大原则
家庭没有固定的模式，家庭的好坏

与否也没有唯一的标准。胡东海认为，

一个优秀的家庭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具有和谐的夫妻关

系。夫妻角色是否在位？在一些问题孩

子的背后，往往存在父亲或母亲缺位的

情况。丈夫的缺位，会导致妻子在教育

孩子的过程中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

题；母亲与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会

导致孩子无法独立成长，母亲的缺位也

是如此。夫妻关系是否和谐？夫妻之间

经常吵架容易让孩子产生自卑情绪，会

让孩子将夫妻矛盾归咎于自身，从而产

生一些不良情绪。一个家庭只有共同经

营好友情、爱情、亲情三种感情才能产生

和谐的夫妻关系。

第二个原则，具有良好的沟通能

力。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常常会出现

沟通不到位的情况。比如，吝于夸奖孩

子，当孩子获得学习上的进步时，用“骄

傲使人落后”来打压孩子；不善于表达，

亲子关系日渐疏远；强迫孩子听从自己

的命令，亲子之间冲突不断。总之，无论

是亲子之间的沟通不到位，还是夫妻之

间的沟通不到位，都会导致孩子叛逆、自

卑等不良情绪产生。

第三个原则，具有不断变化的家庭

模式。家庭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需

要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不断变化。比

如，教育和管理低幼阶段的孩子，父母可

以严格一点。但是，随着孩子年龄增长，

父母要学会放手。与其被动地放手，不

如主动去拥抱孩子的变化和成长。首

先，父母要为自己设定界限，什么是可以

干预的、什么不应该干预，给孩子成长的

空间，让孩子有机会独立完成任务，获得

从错误中学习的机会。其次，父母要将

放手的过程当作一种过渡性的损失，亲

子之间“爱的纽带”可以满足父母对爱、

对陪伴的需求，放手管理必然会引起父

母的失落感和悲伤感，这是教育孩子过

程中的必经阶段。父母可以培养自己的

兴趣爱好，帮助分散过于集中在孩子身

上的注意力。

如何塑造健康的亲子关系？
首先，父母要学会尊重孩子。孩子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有自

己选择职业、选择爱好的权力。如果父

母过度管理或干预，孩子一旦面临需要

自己做选择的时候，也许会不知所措。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生命体”，这

是父母需要反复提醒自己并牢记的一句

话。

其次，父母对孩子的管理或教育与

放手的占比需要随着孩子的年龄进行变

化。比如，小学三年级之前，父母对孩子

一定是教育和管理占比更多，让孩子懂

得社会基本的善恶；三年级以后，父母需

要慢慢放手，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到了

初中阶段，父母更多地是对孩子进行引

导和建议，而不是命令。让孩子学会独

立选择，才能塑造良好的亲子关系。

最后，父母需要训练孩子的情绪表

达能力。遇到孩子很生气，满脸通红的

情况时，父母应该主动询问，在这种交流

互动中，让孩子学会使用科学合理的方

式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用一些不理

智的行为表达。

《家庭教育促进法》 中“教育问题

的第一责任人是父母”需要所有父母

重视。这个政策并不是以惩罚父母为

主，而是给所有家长指明方向。尽管

都是“第一次当父母”，但是家长不能

以此为借口，反而应该主动学习更多

的家庭教育知识，从而学会更好地教

育孩子。胡东海提到，发展心理学作

为一门经过几百年论证的科学，值得

每个家长学习。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

阶段，发展心理学都指出了不同的发

展指标。在每个阶段，父母都应该注

重培养孩子不同的黄金发展点，这样

才能构建一个新时代和谐的家庭，塑

造健康的亲子关系。

少年演说家少年演说家少年演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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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家庭的塑造
需要人人参与

——“与我有关的家”亲子观影会温情上演

Q：我和丈夫之间有时候说话比较

大声，孩子误以为我们在争吵，如何将父

母之间的真实状态传达给孩子？

胡东海：在家庭的沟通关系中，并不

只存在于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同

样存在沟通关系。父母之间的真实状

况，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告诉孩子。如

果父母不主动询问，可能孩子单方面会

认为父母关系有问题，而父母也不知

情。但是，当孩子主动询问父母关系是

否不好时，父母一定要给孩子正向的反

馈，需要告诉孩子，父母不是关系不好，

只是说话比较大声。更多时候，孩子并

不会主动与父母沟通，所有父母都应该

就家庭关系多次与孩子交流。

Q：孩子爸爸在外地工作，在孩子的

教育上，我很多时候会与家中的老人产

生矛盾。我虽然明白在教育孩子的过程

中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要当一个好妈

妈，但是很多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

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胡东海：每位家长也只是一个普通

人，大家都会有情绪。正如一位西方心

理学家所说，“做 60 分的妈妈就是最好

的，不要太完美”，母亲不需要过于苛责

自己，也不能过于压抑自己的情绪。尽

管父亲在外地工作，但对孩子的教育和

陪伴不能缺少，父亲可以选择通过每日

视频通话的方式与孩子进行交流互动，

主动积极陪伴孩子。针对老人对孩子教

育的介入问题，可以让孩子父亲与老人

进行交流沟通，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一定

要主动分担家庭教育的责任。

Q：当孩子步入青春期时，请问有什

么实操性的方法让家庭教育和沟通更科

学？

胡东海：父母要学会放手，不同年龄

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当孩子还小时，父

母应该更多地对孩子进行指令性教育，

比如，规定时间睡觉。但是到孩子十多

岁的时候，这种指令性教育则不再适用

了。如果继续使用，往往会出现父母说

西，孩子往东的情况。所以，对于青春期

的孩子，父母应该将自己有过的经验告

知孩子，然后让孩子自己作出决定。因

为在一个孩子的成长中，受挫是必经之

路，孩子也会因为挫折变得成熟。

Q：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可以参加什

么亲子活动来帮助父母与孩子关系的维

护？

胡东海：父母应该在孩子更小的时

候就建立亲子互动的习惯，不能等到青

春期才开始。每个孩子到了青春期都会

出现排斥与父母交流的情况，这是很常

见的。父母可以选择一些当下流行的方

式和他们互动，比如桌游、旅行、亲子阅

读等活动。但是，亲子互动必须父母与

孩子都喜欢，这样才能长久维护亲子关

系。

互动答疑

“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的孩子！”5月8日下午，30余组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一同观看了《出拳吧，妈妈》这部充满力量与温情的电影。
此次观影会主题为“与我有关的家”，意在强调责任。观影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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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时
代家庭教育的相关话题进行了分享，指导家长应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为孩子成长赋能，助推家长构建和谐幸福家庭。

聚焦全国首个家庭教育宣传周

送送法法进万家进万家 家教伴成长家教伴成长

在众目睽睽下，孩子对你深情告白，一句“我爱你”，会不会让你

的眼泪决堤？在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4位来自成都市的小学生上

台告白父母，虽说告白内容有吐槽、有感恩、有埋怨，但当孩子面向

台下，大喊一声“我爱你”时，台下的父母都忍不住泪如雨下。在这

一瞬间，是双方感情的完美释怀，是每个人心中的无尽感动。

■ 记者 张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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