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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青春期：家校须形成合力

16 岁的少女珍妮，聪明好学、成
绩优异，热爱法国音乐、诗歌和电
影，梦想考取牛津大学学习英语。在
一个下雨天，她邂逅了成熟男人大
卫，大卫不断带珍妮出入高档酒吧、

艺术品拍卖行和高级餐厅，实现了巴
黎之旅。在灯红酒绿中，珍妮迅速坠
入爱河，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学业，离
开了学校⋯⋯但后来，在发现大卫是
已婚男人且欺骗过无数少女的时候，

珍妮崩溃了，她责怪自己的父母，更
加责备自己。经历了一段挣扎后，珍
妮决定重拾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老师和父母的帮助，最终实现了自己
的梦想和成长。

为孩子精神发育提供养料
胡萍 罗映琳

英国电影 《成长教育》 讲述了珍妮进入
青春期中期时经历的冲突和爱情。在人生道
路的选择上，在价值观建构的过程中，她经历
了挫折和成长。

珍妮的父亲非常重视珍妮的学业，希望
她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与考试相关的
学业科目，而与考试无关的兴趣爱好，他都
要阻挠珍妮接触和学习。珍妮真心喜欢大提
琴，但父亲不允许她花费过多的时间在大提
琴上；珍妮喜欢音乐会，但父母从来不带她参
加，父亲甚至连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听音乐会
的广场在什么方位都不知道；珍妮热爱法国
音乐、诗歌和电影，但父亲不允许珍妮在家
听，珍妮只好默默地喜欢；父亲没有带珍妮去
过一次高级餐厅，甚至是一般的餐厅都极少
去，家里每年圣诞节才会喝点香槟酒；家里连
笑声都很少很少，父母没有营造家庭温馨快
乐的氛围，让珍妮感觉不到家的温暖；珍妮每
年的生日就是在家里吃一个妈妈做的蛋糕，
没有生日歌，父母的生日礼物只是词典⋯⋯

珍妮希望父亲能够允许她按照自己的爱
好和兴趣来学习，她努力考取牛津大学的同
时，还需要有法国歌曲、大提琴、音乐会，以及
家人的尊重与支持等精神养料来获得幸福和
快乐。精神养料的缺失，导致珍妮的精神需
要得不到满足，对自由与独立的向往受到了
极大的压抑。

第一次在雨中遇见大卫，珍妮就感觉到
了大卫对自己的认同。大卫给珍妮带来了她
渴望的精神养料——带着珍妮参加音乐会，
到高级餐厅就餐，参加艺术品拍卖会，去牛津
度假，到法国巴黎游玩⋯⋯这对一直生活在
父母控制、抱怨连天的家庭中的珍妮来说，她
感觉到被理解与被爱，大卫的爱，让珍妮觉得
不再孤单。大卫的认同和接纳，让珍妮感觉
到了自由与独立。

珍妮认为与大卫的相识、相知和相爱让
她有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处在这样的兴奋里，
让珍妮忽视了学业，珍妮的学习成绩渐渐退
步，甚至开始翘学。巴黎之行，她不听校长的
劝告与大卫发生了性行为。

当珍妮面对大卫的求婚内心十分矛盾
时，父亲却鼓励珍妮不是非去牛津大学不可，
嫁给有钱的大卫，人生就有了依靠，这促使珍
妮做出了选择——与大卫结婚，不再继续求
学。

当珍妮见到了大卫的妻子和孩子后，她
立即明白了自己是大卫欺骗的无数个女孩中
的一个。此刻，珍妮才彻底明白了，大卫是一
个骗子。珍妮崩溃了，她责怪自己的父母，责
备大卫的朋友海伦和丹尼，更加责备自己。
此时，珍妮已经离开了学校，曾经的牛津之梦
变得遥远，她不知该如何开始下一段生命的
旅程，她需要身边人的帮助。

珍妮经历的成长和挫折

当发现珍妮被大卫欺骗后，
父母没有更多地责怪珍妮。当珍
妮责备父母当初为什么没有阻拦
自己与大卫的关系，为什么不阻
拦自己丢弃牛津的梦想，父亲闭
门思过之后，为珍妮送上饼干和
热茶，隔着紧闭的房门，父亲真
诚地对珍妮道歉，反省自己的人
生，反省自己对女儿家庭教养的
不足，鼓励女儿重新拾起曾经丢
弃的梦想。

从孩子出生起，父母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行为模式
等，都在家庭教养中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孩子，而每一代人都有其局限
性，这个局限性是人类世代流传
的，是有限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
孩子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吸收与继
承，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当

孩子做一个选择时，看似是孩子在
做选择，实际上是孩子背后的家庭
教育与世代传承的观念在做决定。
电影中，珍妮辍学结婚的决定，完
全体现了父母功利、虚荣、患得患
失、将自己的幸福依附于他人的家
庭教养。

当孩子经历的挫折或者孩子犯
下错误时，我们唯有将其放在孩子
生命的历史长河中，而不是一味地
苛责孩子，我们才更容易理解和陪
伴孩子，并且反思与调整自己的家
庭教育。这个思维模式和行为模
式，也会深远地影响着孩子，让他
们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敢于
承认和改正错误。正是因为父母的
反思与改变，才让珍妮坚定了重拾
梦想的决心，并克服实现梦想道路
上的一切困难。

父母及时进行自我反思

人的存在有“肉身的我”（身
体） 和“精神的我”（人格）。当我
们为孩子提供健康且含有丰富营养
的食物，孩子的身体就能够健康成
长，而孩子的精神发育同样也需要
父母提供富含营养的精神养料。如
果我们为孩子提供的是霉变甚至有
毒的食物，孩子的身体就会受到损
害；如果我们为孩子提供的精神养
料霉变甚至有毒，孩子的精神发育
就会出现问题。

珍妮的父亲不得志，他将自己
没有实现的梦想全都寄托在了珍妮
身上，他的内心只有对珍妮的控制
和要求，没有理解。珍妮的父亲没
有将珍妮当作一个人格与精神独立
的个体，他将珍妮视为属于自己的
一部分。

珍妮的父母没有为精神饥渴
的珍妮提供健康和充足的精神养
料，珍妮只好向外部寻求。而大
卫恰恰是那时能够满足珍妮精神饥
渴的人。当父母对孩子的精神影响
被外界替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就
会 变 得 无 效 ， 说 什 么 都 会 被 否

认，于是，父母就会觉得孩子叛逆
了。

经历珍妮被大卫欺骗的事件
后，珍妮的父母都发生了很多改
变，曾经不和睦的家庭，有了每天
在一起吃早餐的温馨场面。父母共
同为珍妮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庭氛
围，这是对珍妮最好的帮助，因为
这正是珍妮需要的。

父母的责任不是借由孩子去增
添自己的荣耀，而是给予他们精神
的养料，帮助他们找到自我、学会
选择、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而这个精神养料包括：无条件的
爱、安全感、珍惜、理解、尊重、
支持、梦想、信任、鼓励、关怀、
规则⋯⋯养料所含的成分越丰富，
品质就越高级，父母给予孩子的爱
就越智慧。父母的精神品质和养育
智慧决定了给予孩子的精神养料的
品质，养育孩子需要父母陪伴孩子
经历成长和挫折，不断反思自身，
与孩子共同成长。

（作者单位：善解童贞
工作室）

满足孩子的精神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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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出现的各种看似“叛逆”的变
化都是青春期生理、心理发展的必然结
果，是由不成熟向成熟转化过程中的正常
表现。班主任需要帮助家长正确认识，青
春期是每个孩子成长的必经阶段，家长必
须给予孩子平稳度过青春期的帮助。

倾听孩子心声
理解产生叛逆的缘由

心理学家汤姆利兹认为，儿童期是
“外界的获得时代”，而青春期则是“内部
的获得时代”。青春初期，他们常常会因
自己不能掌握这种变化而烦恼，昔日儿
童时期平静的心田被搅乱了，而陷于以
反抗、冷淡、蛮横、怠慢、多变等表现为特
征的否定与不安情绪之中。

青春期的孩子较多地选择自我封
闭，把情感埋藏在心里，独自思量，班主
任要引导家长学会耐心包容、倾听孩子
的心声。为了让家长了解青春期的孩
子，一次家长会前，我让每个孩子给家长
写一封信，把自己的心里话传达给家
长。当孩子们的笔渐渐停下的时候，或

许体谅了父母的辛苦，或许悔悟了自己
的不良行为，或许表明了自己的志向，
他们被自己写的信感动得哭了。家长通
过信件，理解了孩子平日看似荒诞的行
为，其实是想引起家长更多的关注。

在孩子吐露心声的过程中，家长和
孩子之间进行了一次心与心的交流。孩
子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剖析，让家长
看到了真实的他们；家长对孩子的一些
看似叛逆的行为也多了一份理解。这个
活动增强了家长面对孩子叛逆行为的心
理承受力和应急化解力。

借助同伴经验
探讨应对叛逆的途径

家长们结为“同盟军”，把班级微信
群作为阵地。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我
告知家长，如果自家孩子有比较严重的
叛逆表现自己难以解决时，先告诉我，我
用不记名的方式表述到班级家长群里，
向其他家长发出求助。有些家长有一定
的处理经验，会分享自己的处理办法。
我和其他家长也会发表自己的看法，提

出疏导建议。有时出现意见的分歧，反
而会激发更深入的探讨，得出更多更精
妙的主意。

家长会前家委会把大家遇到的问题
进行详细的分类，主要包括学习类叛逆、
生活类叛逆、校园叛逆、家庭叛逆、社会
叛逆等，还把大家商讨的方法进行梳理、
总结，大家一起学习、辨析。

通过家长们同伴式的互助合作，大
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毫无保留地交流
自己的看法，丰富了家长与家长之间、老
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提升了家长处理
孩子青春期问题的能力，大家的家教水
平无形中得以提升。很多问题在集体智
慧的碰撞下，都能得出较为有效的方法，
基本能圆满地解决孩子的问题。

抓住教育契机
引领已发叛逆的转变

青春期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渴望尊
重和独立，希望别人把他们当成大人平
等相待。这就要求家长转变角色和教育
观念，变居高临下、命令式的单向教育为

平等、探讨式的双向教育；从单纯关心孩
子的生活起居转变到指导孩子的发展和
成长，努力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

引导家长创设让孩子理解自己现状
的机会，缓解由于孩子的叛逆和家长的
处理失当而导致的亲子关系紧张。我布
置了一项“职业体验”作业，让学生们
跟随父母去上一天班，参与父母的日常
工作，并做好工作记录。我和家长们事
前约定，一天的劳动必须坚持下来，而
且要让他们和自己一样地动起手来。职
业体验让孩子们理解了父母工作的艰
辛，知晓了家长带着他们在上海生活的
不易，有的学生对自己向父母乱发脾气
的态度进行了检讨，并表示以后不再满
腹牢骚，有的学生说不再为攀比而提出
超出父母经济能力的要求。

职业体验只是一种家庭教育的方
式。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家长们在老师
的指导下抓住了教育契机，让孩子们切
实感受到了自身的问题，这比任何形式
的说教都要有成效。

（作者单位：上海市上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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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经常面临这样的困惑：“如今的孩
子，怎么越来越不好管了。女儿自从上了中
学，就对我们没话了，还常常一脸心事的样
子。你问她，张口就说‘别管我，说了您也
不懂’。这是为什么？”“如今的父母，真是
越来越不好当了。十几岁的儿子刚刚要长
大，父母的话就不灵了，常常和我们对着
干。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孩子们成长到
了叛逆期。

少年期最突出的变化是自我意识的发
展，处于半幼稚、半成熟时期，孩子们要求
社会承认他们的观念独立、行为自治，确立
自我意识。孩子要从依赖于成人的心理关系
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就必
须进行“心理断乳”。叛逆是少年期孩子

“心理断乳”的表现，但逆反不是独立，而
是孩子的一种追求。

逆反是孩子成长的必然。如果孩子十几
岁的时候没有出现逆反，一直是父母的乖孩
子，就意味着孩子的叛逆期滞后了。到孩子
长大后，可能会因为工作、婚姻等问题与父
母发生激烈的冲突，其实是一种“补课”。
完形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作“未完成事
件”，指的是尚未获得圆满解决或彻底弥合
的既往情境，尤其是创伤或艰难情境；同
时，也包含由此引发且未表达出来的情感，
包括悔恨、愤怒、怨恨、焦虑、悲伤、罪
恶、遗弃感，等等。这个“未完成事件”对
于孩子来说是一种欠缺，“补课”会发生在
未来人生中的任何一个阶段。

有的父母没有感受过孩子的逆反，孩子
也觉得整个青春期过得比较平顺。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孩子没有逆反，也不意味着亲子
间没有冲突，而是因为这些父母对于青春期
逆反有正确的认识。他们明白有些行为是正
常的，所以能够泰然处之。此外，这些父母采
取的教育方式可能比较适合孩子，彼此之间
的交流比较顺畅，所以减少了亲子间的冲突。

父母该如何陪孩子顺利走过叛逆期呢？
第一，要做好心理准备。对孩子的叛逆

期，父母是否做好心理准备至关重要。如果
父母不了解孩子叛逆期的特点，不能正确对
待他们的心理变化，就会与孩子硬碰硬，加
剧亲子冲突。要想家庭教育少些失败多些成
功，要想孩子的成长少些弯路多些坦途，父
母不仅要爱孩子，更要理解孩子、懂孩子。
一旦父母读懂了孩子的心，认识到青春期出
现逆反是正常的，不是孩子故意要与自己作
对，处理起来就会理智得多。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他们伤心的往往不
是孩子对某件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是孩
子与父母对着干的态度，是孩子的“不听
话”。父母要认识到，逆反固然是让人头疼
的一件事，却又是必然的，是应当祝贺的事
情，要以欣喜的态度欢迎它，从正面的、积
极的角度看待它。只有这样，父母才可以避
免心理上的错位——认为孩子逆反是挑战自
己的权威，是孩子不爱自己了，等等。有了
正确的认知，才会有足够的接纳，才能在比
较良好的心态下处理问题，结果才会比较令
人满意。

第二，应当对孩子放手。孩子的事情要
多听他们的意见，有时候不妨让他们“当家
做主”。虽然对于“一心为孩子”的父母来
说，放手确实有一定难度，但为了孩子更好
地成长，父母一定要努力克制自己“总想管
一管”的冲动。其实孩子是有自我管理能力
的，不要把他们锻炼和实践的机会全都剥夺
了。对孩子要多一些尊重与信任，允许他们

“走自己的路”。
第三，给孩子朋友式的指导和陪伴。父

母对孩子放手并不是什么都不管，更不是放
任。十几岁的孩子处在身心“剧烈动荡”的
时期，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父母也要及时
施以援手，给孩子朋友式的指导和陪伴。朋
友关系最基本的要素不是感情深厚，而是关
系平等。做孩子的朋友，像对待成年人一样
与他们平等交流。孩子渴望得到帮助，而不
是拒绝帮助——他们抗拒的是那种高高在
上、指手画脚式的帮助。既有身为前辈的引
领，又有朋友式的陪伴和帮助，这是每一个
少年对父母的期盼。

理解和善待孩子的叛逆，父母要陪孩子
一起成长。青春期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
也是父母成长的重要机会。在孩子进入青春
期时，父母只有及时进行自我心理调整、促
进自我心理成长，才能够主动调适亲子互动
模式，把属于孩子的权利还给他们，帮助孩子
学会独立。父母也能更加独立和成熟，更好
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陪孩子走过青春叛逆期。

（作者系应用心理学研究员）

青春期是父母成长
的重要机会

马志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