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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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家有道

“每一次危机，都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不那么受欢迎的机会进行

反思。”刘冬玲说，危机后的教育

非常重要，这也是提升家庭抗逆

力的关键。

家庭抗逆力，指的是家庭应

对困境、压力及挑战所发挥的积

极应对策略和适应能力，它既是

一种整体力量，同时也会对家庭

成员产生深刻的影响。家庭抗逆

力的内容包括：家庭中的人际关

系、家庭分享痛苦感受的能力、家

庭成员之间的宽容度和连接性、

家庭的价值观。抗逆力的内在保

护性资源提供了三种心理品质：

其一，靠关系，即归属感，也就是

外部的支持；其二，靠信念，个体

坚信未来可以更美好，即乐观感；

其三，靠自身潜能，即效能感。这

三者为抗逆三要素。家庭成员要

利用好外部支持因素和内在优势

因素，共同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从而提升家庭抗逆力。

“及时复盘是危机教育的一

种手段。”刘冬玲说，在问题发生

后，家长一定要及时带领孩子进

行复盘。刘冬玲的女儿“小升初”

时，刘冬玲因为工作繁忙无法陪

同女儿去学校报到，她便和女儿

商量独自报到是否可行。女儿欣

然同意，认为这是父母对其独立

能力的考验。然而爷爷奶奶得知

后，要求陪同女儿去学校报到。

协商未果后，一家人因各自的理

由互不退让，最后导致女儿心有

不满。在随后的复盘中，刘冬玲

认识到，家庭决策要及时与所有

家庭成员共同沟通、协商。

知乎上曾有一个问题：“成长

过程中是什么导致了孩子不愿再

跟家长沟通？”获得点赞很高的一

条回答是：“妈妈觉得我冷。”父母

似乎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加注在孩

子身上，而这往往导致了亲子间

的沟通出现问题。只有父母真正

聆听并尊重孩子的想法，才能使

家庭系统稳定有序运转。

儿子高考那年，考出了理想的

成绩，并且填报了他最喜欢的专

业。一切都很顺心，万事俱备，只等

着录取通知书了。

但问题也来了，漫长假期，儿子

一度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做什么

好。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看电视、

玩手机。我发现苗头不对，长此以

往，儿子就被“毁了”。我决定跟儿

子来场走心的交谈。

“高中毕业了，偶尔放松一下未

尝不可，毕竟没有学业的压力了。

但不能放纵，生活最重要的还得有

意义。”我说。儿子说：“以前在学

校，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保证，现在

时间一大把，反而不知道做什么

了。”儿子说这话时，还显得有点不

好意思。“其实，你可以尝试换种方

式。”我开始引导他，“你现在是准大

学生了，得提前进入大学，熟悉这个

未知的社会，毕业了不是意味着结

束，而是新的人生的开始。”“那我需

要怎么做？”儿子显然动心了。“把自

己推出去，零距离拥抱这个社会，你

会有收获的。”我说完后，儿子和我

快乐地击掌，表示要开启新的人生

模式了。

我们趴在桌上，一起制定了暑

期路线图和时间表。在网上报名，

去武汉的一个图书馆打暑期工，然

后列出了要考察学习的几个地方，

还有一张特别想看的书单。一切准

备就绪，儿子背着行囊出发了。他

独自乘车去应聘的图书馆打工，当

了两个月的图书管理员，期间利用

放假和业余时间，去了博物馆、地质

公园等心仪已久的地方，一边参观，

一边做笔记。他甚至还到武汉的多

所高校溜达过，说是提前感受一下

大学校园的气息。

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儿子会半途而

废，但儿子的表现很优秀，就像个大

人一样。两个月的时间里，儿子除

挣了生活费外，还读了许多书，走了

许多路，这些都是他的收获。儿子

在跟我们谈起暑期生活时，那侃侃

而谈的样子，就像他行过万里路，读

过万卷书一样。见过世面自然开阔

了视野，读了书才会“腹有诗书气自

华”，儿子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和改

变。大学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正

是儿子心仪已久的学校。儿子很快

融入学校，正式开启了他的大学模

式，并且表现得非常优秀。

儿子的这个高中毕业季，我不仅

参加了，而且还见证着他的成长，这

是我常常感到欣慰的事情。现在，儿

子还常常说，高考那年的毕业季，对

他来说是一次特别美好的回忆。

“启程，祝愿小伙子们骑行

愉快！”假期里，翻看朋友圈，发

现邻居发了几张照片，和这样的

祝福语。顿时想起来，邻居给儿

子报了骑行班，除了几个小伙

伴，还有一个老师陪同。

“与台风抢跑的少年，加油

吧！”到了晚上，邻居更新了朋友

圈，跟随更新的是小伙子们骑行

的视频。那天刚好是台风“利奇

马”光临的第一天。

“因为台风的原因，行程耽

搁了一些，好在这些少年郎脚力

还可以，中午 12 点出发，下午 5

点40抵达目的地。骑行90多公

里，其中经历石头路，小雨，路面

湿滑的下坡，以及好心人的帮

助。”这是第三天，邻居朋友圈转

发的骑行老师写下的文字。

“儿行在外母牵挂，这几天

的台风和雨，让我这个对儿子外

出到哪都放心的人，也着实紧张

不安了些，好在这群少年在老师

的带领下，把暂时的困难都顶了

下来。每天看到老师忙里抽空

发的珍贵照片或视频，除了感动

还是感动！”

“两日骑行共 196.39km，好

吧，这群孩子确实是出乎我的意

料，这其中还要包括摔车、爆胎、

零件损坏。已累瘫！”邻居转发

了骑行老师的记录。可以看出

骑行老师对孩子们是非常满意

的。

“路过，超好看的村庄，和一

些小山小树，安抵这次行程的目

的地。”虽然邻居没注明，但我能

猜出这是骑行老师的话语。据

说骑行老师是一个刚毕业没几

年的大学生，却特有情怀和情调。

“下午5点，少年们安全归来，9天的行

程，3 天游玩，6 天马不停蹄骑行 578km，5

个少年，由淄博出发经至潍坊、诸城、日照、

青岛、乳山。比风景更好看的是这群少年

奋力爬坡的背影。”

邻居也是老师，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

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自己的孩子。我亲

眼见证了她儿子的成长。他们家的电视一

直是摆设，孩子上学期间从不看电视；每个

假期她都让儿子背诵唐诗，一天一首；看书

是必修课，家里的书柜就放在客厅里，那样

看书方便。伴随孩子的是邻居的陪伴、共

读，孩子和她一样聪明、坚强、有礼貌，这一

次骑行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

从这个小小的片断中，我们可以学到

些什么呢？父母又该如何正确地爱孩子

呢？

学会放手是父母们的必修课。现在很

多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余而放手能力不足，

一切都替孩子包办，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爱孩子最重要的是父母要学会放手，该让

孩子自己做的事情要让他们自己做，从小

培养孩子独立的性格。朋友生了二胎，因

为有了一胎的经验，对二胎的养育更加得

心应手，孩子才两岁，已经能拿着勺子自己

吃饭，虽然看上去还有点不太熟练，不过孩

子非常有成就感，特别喜欢自己吃饭，有时

还会帮父母拿餐具。即使跟着爷爷奶奶也

是如此，不会因为隔代，就给孩子特殊的优

待。

让孩子学会分享也很重要。“这是我

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听到有孩子说这句

话，但父母的应对方式各有不同，有的父母

选择了“哈哈”一笑，孩子养成了唯我独尊

的习惯；有的父母则用孩子喜欢的方法，让

孩子懂得和别人分享是快乐的事，有利于

孩子的成长。如今许多家庭有两个孩子，

这对年轻的父母提出了挑战，在教育孩子

时，更要多动脑筋，照顾到孩子们的想法，

让孩子们学会分享自己的吃食和玩具，做

到互相友爱。还要多带孩子和同龄的小伙

伴玩耍，在实际生活中学会分享，学会交

流。

正确地爱孩子，还要让孩子懂得尊敬

长辈。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孝敬老人

的父母，孩子也会耳濡目染尊敬长辈。小

孩子常常易冲动，他们的行为往往受情绪

支配，有时会做出对老人无礼的举动。作

为父母，当发现孩子有这样的行为时，一定

要在孩子情绪平稳的时候，给孩子讲清道

理，耐心说服。迁就忍让只能让孩子更无

礼，养成不良习惯。

此外，要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家长

和老师要对孩子进行安全方面的教育，让

孩子了解隐藏在身边的安全隐患，防胜于

补。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这

句话概括了大多数父母的爱。但父母要清

楚，溺爱不是爱，如果真的爱孩子，就要敢

于下“狠”手，善于放手，让孩子从小学会坚

强，掌握生活的本领。孩子是父母的影子，

父母内心有多坚强，就能培养出内心多强

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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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毕业季成为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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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生 徐琳

家庭是一个系统，由家庭里的每个成员构成，这个系统有规则，也有矛盾。家庭给了我们爱和支持，也给了我们责任，家庭
力量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那么，家庭力量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当家庭出现矛盾、危机时，我们应该如何解决，维护
良好的家庭关系？近日，成都市田家炳中学副校长刘冬玲在成都市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2022智慧家长·云课堂”上带来专题
讲座，帮助家长们了解家庭生命周期，提升家庭抗逆力。

“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刘冬玲说，只要是系统就会产生系统影

响力，家庭这个系统影响着家中的每一

位成员，而这个系统的整体性则体现在

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上。

家人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系统与

亚系统、成员与成员之间的连结。每一

个系统都需要信念以及家庭规则来满

足家庭需要。刘冬玲说，根据埃里克森

人格发展阶段论，0—6 岁的孩子的人

际交往范围主要是家庭基本成员，而此

时他们渴望从家庭成员中获得希望、信

任以及价值感。因此，家庭成员之间的

关系很重要。在母子、父子、夫妻等不

同系统中，夫妻系统是最基础、最重要

的，因为这涉及到整个家庭的和谐稳

定。

关系，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他人的

认知、情绪和行为，良好有效的沟通能

解决许多家庭问题。因此，家长要懂得

和解和表达爱，了解孩子阶段性成长的

特点，建立亲子间良好的相处互动模

式。此外，在一个家庭系统中，每一个

成员都有着多重身份。比如一位妻子，

也许同时还是一位母亲、女儿。因此，

掌握好边界感，扮演好不同的角色，也

是家长应该好好修炼的“秘笈”。

人们从结婚到成家，从养育孩子到

孩子离开家庭，在每一个阶段，家庭都

会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这在心理学

上称为“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

期分为结婚，孩子降生，孩子长大，孩子

离家和步入晚年五个阶段。在这五个

阶段中，家庭会分别出现分离分化、家

庭空间改变、亲子关系受到挑战、关系

系统重组等问题。那么，如何让家庭成

员间的分化更有价值？怎样维持系统

的连接？刘冬玲给出的答案是“理解生

命周期，提前做好准备。”她提到一个词

——原生家庭。有人说原生家庭的影

子会伴随人的一生。而刘冬玲认为，家

长应该反思并且克服原生家庭在教育

上的不足，而不是受其影响把它带到下

一代的教育中。

受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影

响，许多家长习惯为孩子决定未

来。其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子承

父业”。在专业的选择上，在职业

的规划上，一些家长习惯性地用

自己的经验和想法为孩子“谋出

路”。“选会计，你看你妈干了一辈

子，干得多好。”“考公务员，像你

爸一样，工作稳定。”……然而，却

很少有孩子会顺着父母的意愿去

选择。

面对选择分歧，刘冬玲认为，

家长要了解孩子的兴趣所在，了

解孩子热爱什么，再去做孩子的

“导航系统”。父母要引导孩子，

而不是一味地掌控孩子。

刘冬玲的女儿上小学时，有一

次，学校的家长开放日，她通过观

察发现，女儿在上课时从不主动举

手回答问题，这让她一度陷入困惑

和焦虑中，甚至对女儿大发脾气。

但经过细心的观察和了解之后，她

发现女儿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于是，她直接向女儿提出疑问，果

然，女儿告诉她，不回答问题是因

为没有想出最佳答案。这件事情

过后，刘冬玲明白了，对孩子的要

求不应该是一把尺子。而是要结

合具体情况，在了解的基础上理解

孩子并和孩子和解。

刘冬玲强调，在家庭系统中，

家长一定要看见“关系”的重要

性。家庭行为问题的背后，几乎都

是关系问题。只有亲子关系最佳，

家长对孩子的影响力才最大，在关

系中，孩子才能被看见。当孩子被

看见的时候，父母也看见了自己。

比如，当孩子不想去上学时，父母

不应该直接批评甚至打骂孩子，而

应该追根溯源，找到问题。如果孩

子是因为学习不好而不想去学

校？那么，家长应该思考，是否因

为父母过高的期望给孩子带来的

压力？或者是因为父母缺失了有

效帮助，从而导致给孩子的支持力

量不足。如果孩子是因为接受不

了考试失败而不想到学校，那么，

家长应该反思抗挫折教育的缺

失。如果孩子是因为校园暴力、人

际关系等原因不想到学校，家长则

应该反思是否给予了孩子足够的

安全感和力量。孩子出现问题时，

就意味着到了全家应该合力学习、

改变的时候。

在了解的基础上理解孩子

从每一次危机中学会反思

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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