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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青春期：父母角色要转变

一直觉得女儿活泼开朗，父女亲密无
间，如同朋友。可就在女儿读初一下学期
时，她好像突然变了个人。沉默、封闭、
叛逆，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意和我
们交流。起初我以为是因为学习紧张，慢
慢地我发现，并非如此。我主动和她沟
通，但没说几句话她就沉默了，也没什么
表情，说多了她还烦。我苦恼、迷茫，不
知所措。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篇家长
写给女儿的信，饱含真情，充满睿智，我备
受启发，于是开启了与女儿的书信交流。

第一封信：含泪倾诉

我的第一封信，是伴着无奈、委屈和
泪水写完的。我告诉女儿，我很爱她，但
因工作非常忙，没能有时间陪她。信中列
举了我工作中遇到的种种不易，希望能得
到女儿谅解。信写好了，我放在女儿的书
桌上，期待着女儿能给我一个满意的回
复。结果却让我大感意外，女儿在桌上给
我留了一张纸条：“与我无关”。

第二封信：创造契机

第一封信毫无作用，于是我打算从女
儿的兴趣入手。女儿特别喜欢《王者荣耀》
这个游戏，我就在网上查找这个游戏的相
关资料和决胜宝典，把自己玩游戏的一些

体会也写在了信中。晚上等女儿睡了，我
把信放在她的书桌上，期待着她的回复。

第二天，书桌上有她留给我的半张
纸：“你只是一个理论家，你敢接受我的
挑战吗？如果你能在游戏中战胜我，我就
服你。”

机不可失，我开始利用工作之余，认
真研究这个游戏，并向年轻人请教。经过
一段时间的准备，我和女儿的比赛开始
了。我们专门请孩子的舅舅当裁判，采取
三局两胜制，最终是我胜出了。女儿用惊
讶的目光看着我，迫不及待地问：“爸爸，
您以前没有玩过这个游戏，这么短时间，
您水平咋提高那么快啊？您能教我吗？”

“爸爸免费教你。”我们的交流开始了。

第三封信：初步交流

这次我没急于写女儿存在的问题，而
是写了一封全部列举女儿优点的信：学习
成绩优异，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有礼貌，
是邻居眼中的好少年；尊重老人，特别是能
无微不至地照顾奶奶，是爸妈眼里的好孩
子。全部是对女儿优点的客观记录。

这次女儿用一张纸给我回复：“爸
爸，没想到您会那么认真地观察我、在意
我。一直以来，我始终感觉，在您心中工
作是第一位的，现在我慢慢觉得，其实我
在您心中同样重要⋯⋯”

看到女儿的回信，我眼睛湿润了，女
儿开始接纳我了。

第四封信：真诚道歉

女儿接纳我，仅仅是个开始。我认真
反思，真诚地向女儿道歉，并立下“军令
状”，要主动改掉自己的“错误”，让女儿
时刻监督，我给女儿写了第四封信。女儿
很快回信，既有对我的理解，也有给我的
建议。她在信的最后写道：“爸爸，我错
了，其实，您真的很辛苦，您永远是我最
爱的老爸⋯⋯”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
而出，压在我心头多日的苦闷，终于可以
释放了。

第五封信：真心交流

真诚的道歉后，我们又成了好朋友，
女儿终于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了。

可是面对青春期的女儿，作为父亲的
我，总感觉有些话无法面对面表达，于是
我给女儿写了第五封信。从行为、习惯、
性格、兴趣、爱好、学习、交往、早恋八
个方面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议。

没想到女儿洋洋洒洒地给我写了十多
页的回信，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了她的观
点和想法，特别是在早恋这个问题上。她
写道：“爸爸，我很幸运，您没有给我打
上早恋的烙印。您还记得我不理您的那段

时间吗？其实我很孤独，我很希望有一个
人或者是一只狗陪着我，哪怕能听听我的
烦心事。那段时间，我对一个男孩有好感，
因为他能听我的倾诉。现在好了，有您的
陪伴，我不再孤独，他依然是要好的同学。”
看到这些，我真的庆幸当初没粗暴武断，其
实我当时真的为这件事情暗自焦虑过。

第六封信：美好祝愿

我知道女儿已经从青春期的迷茫逐渐
走了出来。高兴之余，我给她写了第六封
信：“亲爱的女儿，谢谢你给我和你一起
成长的机会。在你今后的人生旅途中，家
永远都是你温馨的港湾，老爸永远都是你
最坚强的后盾、最贴心的朋友和最亲密的
伙伴。真心希望你用自己的努力，开启美
好的未来。为你的今天喝彩，为你的未来
祝福。”

如今，女儿已经上初三了。她不但学
习成绩优异，而且阳光、自信、开朗、大方。
历时8个月的6封信，让我又成了女儿最值
得信赖的爸爸和朋友。其实，孩子的青春
期并没有多么可怕，只要家长注意观察、引
导，平等地对待孩子，放下姿态真正成为孩
子的知心朋友，他们就会和家人敞开心扉，
顺利度过青春期的多事之秋。

（作者单位：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教
育局）

我给青春期的女儿写了66封信
张辉

很多父母因孩子青春期而与孩子交流不
畅，常问“要怎样与孩子沟通，孩子才能听我
的话？”其实，这种想法本身正是他们与孩子交
流不畅的原因。家庭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孩

子听话，而是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帮助孩子以
自身的特点去发展自己。

青春期孩子需要的是友谊型父母，而不是
处处干预管制自己的父母。青春期孩子更渴望

得到他人认可与帮助。如果父母一味希望孩子
听从自己的说教，必然会与孩子产生冲突。父
母要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耐心倾听孩子
的想法，以平等的姿态倾听孩子的心声。

孩子需要友谊型父母
金铉春

很多人认为叛逆是青春的必然，但是
对有的孩子来说，叛逆也许是个伪命题。

有个初中男孩成绩滑坡，情绪非常低
落。爸爸安慰他说：“别难过，你不是最喜
欢滑雪吗？咱一起去。”昂贵的滑雪费用对
这个家庭是奢侈的，孩子大喜过望。一段
时间以后，学习成绩大幅度提高的孩子问
爸爸：“我当时学习退步那么大，您不但没
批评我，还带我去做了我最喜欢的运动。
为什么呢？”爸爸说：“你成绩下降，心里比
我更难受，我为什么还要责怪你呢？最好
的办法就是带你去做最喜欢的事，让你尽
快调整好心情和心态。”

当孩子犯错误时，如果被家长或老师
过度批评，就会让他认为扯平了。不会有
内疚感，也就少了自我改变的内在力量。
这个父亲坚持按他的思路教子，注重激发
儿子自我改变的内在动力，孩子的青春无
叛逆也就不足为怪了。

很多中国家长嘴边常挂着一句“我是
为你好”，让多少孩子无可奈何。这样说的
家长其实更多关注的是孩子的成绩，常常
拿孩子跟别人家孩子比较。如果真的是为
孩子好，家长就要更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
康，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关注生命的自然
生长。当然，关注学习也是应该的。但如
果只关注“有用的”学科，往往就会使孩子
缺少学习的内在动力。

近些年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归根
到底是在做两件事，一是想不想学的问题，
二是会不会学的问题。会不会学的问题研
究得非常多，却没有完全解决好；想不想学
的问题研究得还不够，更没有解决好。多
年来国人将人生“起跑线”误读为要学多少
知识，其实人生的起跑线是培养孩子的好
习惯，养成了好习惯，孩子的人生长跑才会
更有耐力、跑得更远。而好习惯的培养，必
须学一些“无用的”东西。那些看似“无用
的”东西却是生命成长的必要养分。

比如有家长认为青春期的孩子容易迷
恋上网打游戏甚至成瘾。我曾亲自到游戏
厅打过一个月的游戏，切实感受有三：游
戏能刷存在感，而学习中孩子找不到存在
感；游戏让人有成就感，孩子只要努力，
就能玩好；玩游戏时不孤独，是很多人一
起玩。

搞清楚原因，对策自然就有了：如果孩
子学习成绩不好，没有存在感，就努力寻找
其他的优点，并把这些优点放大，让孩子找
到存在感。如果孩子学习老不进步，没有
成就感，就想想他其他方面有进步吗？得
到家长赏识了吗？如果孩子很孤独，家长
就反省一下经常和他聊天谈心吗⋯⋯当孩
子生活中有比打游戏更实在的存在感、成
就感、安全感，孩子就有希望走出虚拟的游
戏世界。

家长担心的另一个青春期难题是“早
恋”。青春期的生命充满活力，充满对外界
事物的渴求，也会对异性产生强烈的好奇
与好感。20 年前我在某重点高中工作时，
有个学生对千名学生做过问卷调查，其中
60％的学生谈过恋爱，90%的学生认为谈
恋爱不会影响学习。20 年过去，现在的孩
子谈恋爱有年龄段向下延伸的倾向。

有个孩子中学阶段谈恋爱，他爸爸就
很理解，告诉孩子怎么与异性交往，告诉他
恋爱是非常美好的，结果孩子反而把恋爱
问题处理得很好。萌动的爱情是人类美好
的感情，是孩子长大的表现，也是孩子自我
认识的新起点。爱情教育不需要遮羞布，
爱情教育不同于性教育，性教育是科学，爱
情教育是心理教育。中国学生太缺少爱情
教育这一课了，家长需要给孩子补课，老
师、学校也需要给孩子补课。

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的确需要设
身处地地换位思考：我们是否能够尊重他
们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是不是常和孩
子沟通，增进对孩子的理解？是否能从孩
子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们期望的是他们喜
欢的吗？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按照大人的
意愿去做？大人们希望的事情都是正确的
吗⋯⋯

每一个顺利走过青春期的孩子，都少
不了家长和老师的关爱和陪伴。如果家长
和老师能因势利导，在尊重孩子需求的基
础上理解孩子的困惑、聆听他们的心声，做
孩子最值得信任的朋友，引导孩子学会面
对问题，逐步学会自己处理问题，当孩子理
解大人的想法，并心甘情愿努力去完善自
己时，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叛逆现象了。

（作者单位：深圳南山区教育局）

被理解的青春
不叛逆

房超平

自我同一性是“一种熟悉自身的
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
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中获得期待
的认可的内在自信”。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孩
子12—20岁时的危机是完成自我同一
性，克服角色混乱感。如果这一危机
成功得到解决，就会形成忠诚的美
德，顺利完成自我统一的发展任务。
如果危机得不到解决，就会形成不确
定性，出现角色混乱感。埃里克森认
为，在这个从童年期向青年期发展的
过渡阶段，孩子必须仔细思考全部积
累起来的有关他们自己及社会的知
识，最后致力于某一生活策略。一旦
他们这样做，就获得了一种个人的同
一性，长大成人了。获得个人的同一
性，标志着这个发展阶段取得了满意
的结果。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所面对
的实际上是婴儿期、儿童期、学龄初
期和学龄期等四个阶段家庭教育的整

体结果，而非单纯处于青春期的孩
子。孩子的成长是长期连续的过程，
此前孩子很可能已存在很多问题，孩
子的自我主张和逆反情绪并非只与青
春期有关。

进入青春期后，由于生理及心理
的发展特点，孩子表现得不再那么服
从，也不再那么有耐心。控制欲强的
父母会与孩子发生强烈冲突，有些孩
子会以粗暴的言行回应父母，甚至会
离家出走。这些是父母缺乏正确的家
庭教育理念，缺乏以尊重为核心的平
等交流意识，不能很好地换位思考体
谅孩子的感受所导致的。

也有很多父母会与青春期的孩子
相处得很好。他们比较尊重孩子，能
与孩子平等交流，在倾听孩子想法的
同时，善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经验，
成为青春期孩子的朋友。

父母是否善于与孩子交朋友，是
帮助青春期孩子确立自我同一性的关
键所在。

帮助孩子确立自我同一性

青春期孩子的自我角色感往往
来自对自我角色的想象，很难与现
实中的自己统一起来。对自己的完
美幻想，令他们更加觉得现实中的
自己难以接受。这种失落感会激发
起本能的破坏力，并常常指向自己
最熟悉的人，受挫后对他人或同学乃
至自己的亲友产生攻击性言行。有些
孩子虽不敢做出攻击性的言行，但与
父母互动时会以沉默作为反抗，行为
上表现出“你让向东我偏往西”的倾
向。

因为个人认知的局限，很多父母
难以对孩子实施真爱的行为。有些父
母头脑中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认识误
区，是认为自己的经历和体验绝对高
于孩子。其实，孩子所处的时代与父
母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的经历同父
母有很多差异，父母以往的经验往往
不适合现在的情况。如果父母承认自
己的认识存在盲区，以平等的态度与
孩子交流，孩子会更乐于敞开心扉；

如果父母抱着建议的态度，而不是以
训斥孩子的错误为前提，孩子会更容
易考虑父母的建议。

青春期孩子对于父母言行中的控
制意识会特别敏感。当他们感觉被束
缚时，会认为听父母的话就意味着失
去自我，自我价值保护意识会让他们
极力抵御外来的控制。如果父母不了
解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就可能面对
一场言语冲突的较量，或者一场难以
打破的沉默僵局。

能否成为友谊型父母，与父母自
身心理成熟度相关。孟子说过，“爱人
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
面临无法解决的亲子关系问题时，父
母应学会更多地从自身找原因。在与
孩子沟通的过程中，以不带个人主观
偏激倾向的态度对待孩子，不贬低，
不浮夸，接受孩子本真的状态，引导
孩子从接纳真实的自己开始，学习以
勇敢的心面对世界、面对自己的缺
点、面对人际关系中的挫败。

正确对待孩子的心理防御机制 保持平等良好的心态。与孩子互动交
流时，以关怀孩子为基本态度，尊重孩子
的感受，接纳孩子不成熟的表现，把角色
调整到朋友的平行角度，尽可能以中立平
等的心态对待孩子的言行。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互
动交流的基础，基础越坚实，沟通的效果
也就会越好。可以多用目光交流，交谈
中，真诚的目光会让孩子感受被关怀、被
爱。多用一些肢体的亲密接触，让情感在
接触中自然流露，增进彼此的接纳度。

多参与孩子的文体以及集体亲子活
动，以增强孩子的伙伴感，使孩子更容易
对父母说出真实的内心感受。

当父母情绪不好时，真诚地表达自己
内心感受，以获得孩子的理解，同时也让
孩子学会体谅他人。多关注孩子对父母的
积极言行，当孩子对父母表达关爱或帮助
父母做事后，要及时对孩子表示感谢，使
孩子在感受到自己价值的同时强化孩子对
他人感恩意识的体会和认识。

运用良好的沟通技巧。学会换位思
考，多回忆自己处于青春期时的感受，用孩
子年龄阶段的语境与孩子对话，让孩子感

受到亲切与平等。对孩子的感受及时给予
充分共情，比如“嗯，是让人感觉难受”“确
实让人感觉有些过分了”“的确让人感觉有
些压抑”“是让人感受不太好”等。

给孩子建议时，需要思考给出的建议
是否只是自己的意愿，是否考虑到孩子的
接受能力及孩子的实际情况。注意教育孩
子的方式和语言，当孩子犯错时，尽量只纠
正，不责备，以朋友式的语言给孩子合理的
解释和建议。

沟通时需要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当
孩子情绪波动比较大时，及时让孩子充分
表达自己的意见、判断和感受，让孩子在交
流过程中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理清自己
的思路，进而自己找出解决的方法。

父母是家庭教育中最主要的引导者和
参与者，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不
断提高自身修养。在孩子出现人生困惑时，
友谊型父母较有能力帮助孩子。如果父母
感觉自身能力不足，要及时寻求专业人士、
专业机构的帮助，以便更好地帮助孩子完成
青春期自我同一性的成长，帮助孩子顺利地
过渡到独立健康的成年早期阶段。

（作者系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师）

友谊型父母关注心态、关系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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