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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是建立在互动之上的，家庭的存在与维持也必须靠家人
不断地互动，亲子关系的质量依赖于父母与孩子的交流、互动以及相互
认同。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家庭中的迅速普及，传统的亲子关系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父母应该顺应这种变化，使亲子沟通处在同一频道。

网络时代呼唤亲密有间的亲子关系
孙宏艳

亲子交流具有日常性，交流频率及
交流质量对亲子关系有重要意义。根据
调查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提高亲子沟通能力，有效促进亲
子交流

父母增进亲子沟通与交流，促进
亲子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对于建
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至关重要。从调查
结果来看，中国中小学生家庭的亲子
交流状况不太理想。日常生活中出现
亲子沟通不畅，主要原因还在于，父母
由于忙于工作或不懂教育等原因忽略
或敷衍孩子，把批评指责视为交流，父
母不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等。

父母要有平等真诚的态度，不要
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孩子；接纳孩子
的特点和情绪。父母要学会倾听，交
流时把注意力集中于孩子，与孩子保
持目光接触，很多时候肢体语言所传
递的信息大于语言本身；孩子有烦闷
等情绪时，先接纳情绪再进行沟通，让
孩子感到父母的理解。

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营造良好

的家庭文化氛围
在青少年早期，亲子冲突呈上升

趋势。一方面，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对
自主权的要求增大；另一方面，父母
对孩子的变化不适应，于是冲突逐渐
增多。

孩子小时候更多地需要关爱和保
护，而日渐长大的孩子更需要情绪上
的认同、精神上的理解和情感上的支
持、引导。此外，父母要，注重孩子心、
智、体的全面发展，关注孩子日益丰富
的心理需求，尤其是自理能力、性格养
成、兴趣爱好、情绪情感等发展性因
素，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营造良好的
家庭文化氛围，为孩子的终身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让孩子在选
择中体验独立

理想状态的亲子关系应该是既，
彼此关爱、支持，又保持各自的独立
性；关注而不过多介入，尊重而不干涉
和操控，和谐而不强求一致。中国中
小学生既希望亲子关系平等但又不喜

欢独立，体现出较强的依赖性，与中国
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很大关系。

父母不仅应该为孩子提供安全的
情感联系和可信赖的支持，同时也应
该为孩子提供体验独立的机会。培养
孩子的独立性，父母要放手让孩子安
排自己的学习生活，可以有所监督但
不要直接管束，更不要因为害怕孩子
犯错误就包办代替，应把犯错误的权
利还给孩子；父母还要提供机会让孩
子自己作决定，尊重孩子的选择，让孩
子为自己的选择结果负责。

加强网络素养教育，构建亲密有
间的亲子关系

本次研究发现，中国中小学生拥
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普通电脑的
比例较高，触网率越来越高。而且，在
上学日中国中小学生仍有 12.9%每天
上网2个小时以上，休息日仍有11.7%
每天上网 5 小时以上。这对于小学
五、六年级和初一、初二的学生来说，
均时间过长。

父母要更加重视亲子关系状况，

与子女建立融洽的亲子关系。已有的
很多研究表明，亲子关系对孩子的网
络使用习惯、网络素养有明显影响，亲
子关系融洽的家庭中，孩子的网络素
养更高。和谐的亲子关系使父母能更
好地引导孩子合理使用各类电子产品
及上网，这也更有利于孩子形成良好
的网络素养。

与孩子协商网络使用协议，提醒
孩子注意网络安全

父母的监督是孩子形成良好网络
使用习惯和网络素养的重要方面。调
查发现，中国父母对孩子是否上网了
解最多，给孩子设立各种上网规定的
比例也最高，但是在孩子使用网络的
过程中经常给予提醒和监督的比例最
低。这也导致中国中小学生对上网时
间、内容两方面的规定遵守得更好，但
是对使用规范、费用方面的规定遵守
得不够好。

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商议双方都
能接受的上网协议，如果能由孩子为
主来提出协议内容更好。这也是培育

孩子毅力、自制力、好习惯的方法，父
母可通过与孩子的讨论增加亲子沟通
机会，使两代人在相互理解中共同成
长。

尊重孩子的网络使用习惯，给孩
子积极的情感关注

调查发现，中国的中小学生使用
新媒体与父母进行沟通有良好的感情
基础。但是，有超过半数的中国父母

“冤枉”过孩子，把孩子使用网络查资
料当做玩游戏的比例在四国中最高；
也有中小学生反映家人坐在一起有过
各自玩手机的情况，虽然这一比例在
四国中最低，但是也超过四成。

父母应保护好孩子信任成年人的
美好情感，客观看待与尊重理解孩子
的网络使用行为，给孩子更多积极的
关注，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使孩子
获得情感满足与心理支持。父母还要
多倾听孩子的成长烦恼，拉近与孩子
的心理距离。

（作者单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少年儿童研究所）

亲子沟通质量越好 孩子网络素养越高
牧海 张旭东

“儿童中心”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文艺
复兴运动，经由卢梭、杜威、蒙台梭利等
教育家将其发扬光大，进入中国也逾百
年。但在现实生活中，今天的成年人其
实还很难做到尊重孩子。大多数现代父
母已经在理论上理解甚至在形式上也能
做到蹲下来跟孩子说话，但本质上还是
不够尊重孩子。如果作为父母的成年
人，，自我破解“成人比儿童懂得更多”的
自信，改变与孩子对话的方式——用心
去聆听，留意去观察，甚至加入孩子发起
的对话，不但有助于孩子的本性发展，可
能还会引起许多亲子共鸣，并帮助自己
认知升级。

生活在网络时代的孩子，有便捷的
方式获取海量信息，但如何运用这些信
息建构自己的认知图式，极其关键。与
他人的对话，尤其是从小与最亲密的父
母对话，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亲子对话
有相对宽裕的时间，可以在各种丰富的
生活场景中进行，风格上可以是轻松诙
谐地讨论生活趣事，也可以是严谨认真
地探讨科学或者社会新闻，但重要的
是，它们都应该是真正的对话，而不是
各说各话，甚至一方的命令与另一方的
服从。

——新航道家庭教育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新航道全球胜任力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 赵学敏

尊重孩子
莫停留在理论上

调查发现，平时经常和父母交流
的中国学生只有 57.7%，不到六成，
而日本、美国、韩国依次为 81.7%、
81.0% 和 79.0% ， 分 别 比 中 国 高
24.0、23.3和21.3个百分点。亲子交
流具有日常性，交流频率过低对亲子
关系有负面影响。

中国父母与孩子的交流之所以频
率低，是因为首要话题是学习，而其
他三个国家的父母与孩子交流的首要
话题是学校的事。

数据显示，中国父母与孩子平时
交流的话题排前五位的是学习的事

（71.8%）、学校的事 （69.6%）、自己
的 兴 趣 爱 好 （35.4%）、 朋 友 的 事

（31.7%） 和自己的将来 （31.6%）。
而韩国、日本、美国家长分别将谈学
习排在第二、三、四位。从数据上
看，中国父母与孩子谈学习的比例，
比其他三国的家长高了 18—33 个百
分点。可见，中国父母与子女交流的
话题更集中于学习。

父母的做法，导致了孩子不喜欢
与父母交流。调查显示，只有八成

（82.7%） 中国学生表示喜欢和父母
聊天，2.6%的中国学生明确表示不
喜欢与父母聊天，比例在四个国家中
最高。孩子不喜欢与父母聊天的主要
理由是不理解我 （43.5%）、总说自
己是对的 （35.4%）、老说学习的事

（35.2%）、老批评我 （27.0%）、唠叨
（25.8）。可见，父母不理解孩子成了
阻碍亲子交流的首要因素。

孩子感到不被理解，根本原因
是亲子交流不能“同频共振”——
孩子想说、想听的话与父母的话并
不在一个频道上，父母老谈学习，
爱批评孩子，总觉得自己正确，使
很多亲子交流成了“伪沟通”，即在
家长们看来“我已经谈了这么多，
嘴巴都要磨破了”，而孩子却认为家
长并没有与他们交流过，甚至想堵
上耳朵、逃离家长。青春期的孩子
内心世界日益丰富敏感，父母过多
关注学习、忽略孩子多元化的交流
需求，会降低交流质量、使亲子双
方的心理距离拉大，使孩子与父母
之间感到不亲密。

别让“学习的事”将亲子交流变成伪沟通

互联网时代已经在悄悄向人工智
能时代迈进，这给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带
来了便利条件。但是如果父母不能注
意新时代与孩子交往的秘籍，互联网也
会成为亲子沟通的障碍。

调查数据显示，有近半数中国父母
存在和孩子边说话边玩手机的情形

（48.4%），其中“经常”的比例为 8.0%，
“有时”的比例为40.4%。此外，还有近
三成中国父母（29.1%）存在以没时间、
现在很忙来回应亲子交流的情况。

当孩子说话时，能经常专注倾听的
中国父母不足六成（57.8%），在四国中
比例最低，而韩国、美国和日本分别比
中国高23.9、5.3和0.5个百分点。父母
的表情、肢体语言和话语回应是亲子交
流中重要的构成部分，表现出父母与子
女的对话是否真诚平等，直接影响亲子
交流的效果。

父母对互联网的态度也影响了亲
子关系的和谐。本次调查发现，中国父
母与孩子一起做家务、运动、读书的比
例都是最高的。例如，有40.1%的中国
父母经常与孩子一起做家务，分别比韩
国、美国和日本高3.6、6.1和9.9个百分
点；35.5%的中国父母经常与孩子一起运
动，分别比韩国、美国和日本高 11.4、
18.7 和 21.0 个百分点；20.2%的中国父
母经常与孩子一起读书，分别比韩国、美
国和日本高8.3、10.8和13.8个百分点。

但是，中国父母和孩子一起购物、
游玩、看电视、上网的比例却在四国中
最低。数据显示，经常和孩子一起购物
的中国父母有 53.4%，比其他三国低

1—5 个百分点；经常与孩子一起看电
视的中国父母有35.4%，比其他三国低
12—33 个百分点；经常与孩子一起上
网的中国父母比例为10.5%，比其他三
国高 0.2—11 个百分点。在中国父母
看来，做家务、运动、读书是积极的休闲
活动，而看电视、上网等则是父母不喜
欢的休闲活动，难以与孩子共同欢乐。

有些成年人不能客观看待网络，认
为孩子上网就是在玩游戏，认为网络只
能是个工具，不能成为玩具，因此，看见
孩子上网就紧张、生气，这也是易引发
亲子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原因。数据显
示，有 57.5%的中国学生反映上网查资
料曾被父母误认为是玩游戏，比其他三
国高8—23个百分点。“经常”产生这类
误 会 的 比 例 ，中 国 父 母 也 是 最 高 的

（17.5%），比其他三国高 5—7 个百分
点。数据显示，有 25.2%的学生近半年
因为上网的事情与父母发生过冲突。

网络的发展能促进亲子沟通，也会
给亲子关系带来伤害，关键要看父母与
子女双方在互联网时代的表现。如果
父母能用开放的心态对待孩子上网，能
和孩子一起上网查查资料、玩玩游戏，
也是促进亲子互动的好方法。如果孩
子能理智使用网络，养成科学用网的好
习惯，也会使父母更安心。所以，互联
网时代的代际关系需要亲子双方不断
融洽，尤其需要父辈提升教育素养，这
样才能与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子女共
同成长。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
儿童研究所所长）

别让手机网络使亲子交流“咫尺若天涯”

本次研究发现，中国中小学生拥
有智能手机的比率仅次于韩国；拥有
平板电脑的比例也近四成，拥有普通
电脑的比例超过四成。而且，中国学
生的触网率也越来越高，学前触网的
孩子已经达到了 13.8%，与小学低年
级触网率合计达到59%，近六成。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网络使用的
低龄化，很多中小学生开始使用微
信、QQ 等社交软件。社交网络便于
父母与子女进行沟通，通过社交网络
与父母聊天的比例，中国 63.8%，韩
国 57.8% ， 日 本 43.5% ， 美 国
35.8%。可见，中国学生通过社交网
络与父母聊天的比例最高。

中小学生把自己的心情、状态发
布在朋友圈或个人空间中，这是他们
感悟生活、表达心情的一块“自留
地”。调查发现，中国中小学生使用
社交网络发布个人状态比较普遍，比
例已经超过六成 （65.1%）；其次是
韩国学生，使用个人空间超过半数；
而日本学生则很少发布个人状态，仅
有不足三成中小学生使用社交网络的
个人空间。

四国比较发现，使用社交网络的
学生中，愿意将个人状态或朋友圈对
父母公开的比例，中国为 68.3%、美
国为 51.5%、日本为 38.2%、韩国为
32.5%。

中国学生在社交网络向父母或监
护人公开个人状态的比例最高，接近
七成。这无疑是好消息，是孩子为父
母提供了了解他们的窗口，是互联网
为亲子沟通带来的“福利”。但如果
父母时时在线，或对孩子的朋友圈特
别关注，对孩子的个人状态指手画
脚、神经过敏，便会使孩子感到个人
领地受到了侵犯，他们会通过“拉
黑”父母来表达不满或维护个人的隐
私领地。有的孩子甚至关闭了朋友
圈，或者另寻一处“神秘花园”，把
自己的生活与父母隔开。

家长们要学习互联网时代的亲子
相处之道，不要把亲密无间作为亲子
关系的目标，要用互联网时代的教育
智慧与孩子交流、沟通。既要与孩子
在线下做好沟通，也要学习线上的沟
通原则与技巧，让互联网成为两代人
沟通的桥梁。

别让“特别关注”毁了孩子的朋友圈

编者按

处于解构和重塑转型阶段，网络时代的亲子关系现状如何？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新航道家庭教育研究院、新家庭教育研究院联合美
国、日本、韩国的研究机构，开展了网络时代亲子关系的比较研究。研
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为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和初一、初二
在校学生。专家们根据调查结果给予解读。

● 中国中小学生经常和
父母交流的比例在四国中最
低。

● 学习是中国中小学生
亲子交流的首要话题，在四国
中比例最高。

● 中国中小学生不喜欢
与父母聊天的主要理由是不被
理解、总说自己是对的和老说
学习的事。

● 中国父母经常专注与
孩子交流的比例最低，近半数
有和孩子边说话边玩手机的情
形。

● 中国父母经常与孩子
一起做家务、运动和读书的比
例最高，经常一起看电视、上
网、外出购物、游玩、过生日
的比例最低。

● 九成多中国中小学生
与父母在一起感到快乐。

● 中国学生认为父母理
解孩子、倾听孩子烦恼的比例
最低。

● 中国学生与父母发生
冲突的比例最高，冲突主要发
生在学习方面，其次是生活习
惯、家务事、上网和对一些事
物的想法或看法。

● 八成多中国中小学生
认为子女和父母应该是朋友关
系，但仅四成认为各自可以做
喜欢的事，互不干涉。

● 近七成中国中小学生
拥有智能手机，拥有率仅次于
韩国学生。

● 中国中小学生触网率
最低，韩国、美国中小学生触
网比例高达 98%，中国中小学
生触网率接近八成。

● 亚洲中小学生多从 10
岁开始触网，美国中小学生多
从5岁开始触网。

● 中国学生上学日每天
上网时间最少，美国学生上学
日上网时间最长。

● 美国学生休息日每天
上网时间过长的比例最高，中
国学生休息日上网时间较短的
比例最高。

● 中国父母对孩子上网
情况了解最多，美国父母对孩
子上网情况了解最少。

● 中国父母对孩子使用
网络注意事项提醒的比例最
低，日本父母告诉孩子注意网
络危险的比例最高。

● 中国父母对孩子使用
网络规定最多，韩国父母对孩
子使用网络规定最少。

● 中国中小学生对上网
时间、内容的规定遵守得更
好，对使用规范、费用的规定
遵守得较差。

● 中国学生使用社交网
络与父母聊天的比例最高，美
国学生使用社交网络与父母聊
天的比例最低。

秦君瑶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验小学五年级十班） 绘

观 点

建 议

链 接

良好的亲子关系和互动是家风和家
庭教育的核心元素。今天，网络已经渗
透到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的方方面
面，手机、电脑分走了很多亲子互动的
机会和时间。亲子间面对面交流、互动
时间急剧减少，亲子沟通缺失或浮于表
面化，成了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要保
持并提高家庭教育的质与量，父母必须
要调整、优化亲子沟通模式。

孩子一起上网查资料、玩游戏，共
享电影、电子游戏等家庭屏幕、建立家
庭电子产品使用规则，关注孩子在互联
网上的社交状态，和孩子在新媒体平台
上沟通互动等在线形式的亲子时光，是
亲子关系新的沟通桥梁。

面对互联网给家庭教育和亲子交流
带来的全新挑战和机遇，父母需要更新
观念，把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体，丰富与
孩子的交流话题，与子女进行平等的交
流，从管控角色转变为支持引导角色，
从决定主导角色转变为协商者角色，从
教育者角色转变为共同学习者角色，从
而提高孩子对社会环境的积极适应力和
自我强化的成长力。

——美国东卡大学教授，美国家庭
教育学会主席 张桂莉

开拓在线形式的
亲子时光

近年来，重视父母陪伴子女成了一
种社会共识，致使许多常年在外务工的
家长产生了困惑、出现了迷茫，在继续
在外打拼还是回家守着子女的抉择上左
右为难。实际上，一味强调农民工要在
家陪孩子，是与国情背道而驰的，重要
的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帮助这些家长
提升家庭教育素养。

由于常年在外，在外工作者偶尔回
家不知道跟孩子说啥，不知道怎么做，
无法和家人沟通交流。由此可见，帮助
他们学习家庭教育理念、掌握具体方
法，是一个量大、面广、十分复杂的全
新课题，必须采取超常规的做法。

建议充分利用“互联网+”做远程
指导，建立网上家庭建设交流平台，动
员专家学者、家庭教育工作者、志愿者
及社会力量，为他们提供家庭教育方面
的理论和方法，让他们打开手机就能看
到这方面的内容，创造一套“人在外心
系家”“外线练兵，内线作战”的内外
一体家教模式。他们一旦有机会回到家
里，也会有新思路和具体方法，实现亲
子之间通常的交流。

——齐齐哈尔市政府机关退休干
部 王连科

给在外务工的家长
建网上学习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