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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成长平台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绘画能揭示儿童的真实感受。
比如不少家长喜欢问孩子：“你喜欢
爸爸还是妈妈呀？”有些孩子会毫不
犹豫地回答，更多的孩子则是不知
所措、无从选择。其实不用孩子开
口说，我们从画里就能看出来。

这两幅画都是我女儿 4 岁时画
的“一家人”。左边这幅画里只有两
个人，“一家人”里少了爸爸，这表明
我在女儿心中的分量不足，也说明
我陪伴女儿的时间不够。同年暑
假，我抽空陪女儿去参加了一个为
期 7 天的亲子夏令营活动，这 7 天里
我基本与女儿寸步不离。活动结束
后 ，我 再 让 女 儿 画 了 一 幅“ 家 庭
图”。在这幅画里，女儿把我画在了
中间，说明我陪伴孩子的时间多了，
我在女儿心里的分量也变重了。

爱孩子要从懂孩子开始。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

世界，他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事情，内
心也会经历快乐、悲伤、恐惧、孤独、惊
慌、担忧、伤感、愤怒等各种各样的
感受，幼小的心灵往往不知道该怎么
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真实感受，这个
时候，借助一幅画，看懂一幅画，你
就可以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当我作
为父亲的职责有所欠缺的时候，女儿
的画是在告诉我：“爸爸，我需要你
的陪伴了。”

更值得重视的是，绘画还能揭
示行为问题的真实原因。因为儿童
出现行为问题，往往与家庭环境有
关。一位小学班主任曾向我求助：
班里有个学生容易和同学吵架，总
喜欢骂同学“家里穷”“没钱”。班主
任曾多次和他说理，这个学生偏偏
听不进去。我建议从心理原因上入
手，先让孩子画一幅“家庭图”。

在这个8岁男孩的画中，屋子里

最小的蓝色人是他自己，和他一起
待在屋子里的红色人是妈妈，而门
外 深 蓝 色 的 人 则 是 爸 爸 ，爸 爸 在
哭。老师问：“为什么你爸爸一个人
待在外面呢？”孩子边笑边说：“本来
我和爸爸妈妈都在屋里，可是妈妈
对爸爸说：‘你挣这么少的钱，还待
在家里干什么，给我滚出去！’”原来
这个孩子爱骂同学“家里穷”，都是
从父母那里学来的。父母间的争
吵、诋毁与谩骂等错误示范，给孩子
的成长造成了多么消极的影响。

当发现儿童出现行为问题时，
家长常常喜欢用说理的方式来教育
孩子，但往往没有很好的效果，因
为有些东西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的。如果借助绘画帮助孩子说出自
己的心事，家长或老师就能发现问
题背后的根源，对症下药才能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
计”。他对教育的若干基本问题与核心概
念的阐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事业的指导纲领，讲话的很多重要
思想、理念、精神，也是对家庭教育的
新要求。

全国教育大会再次明确“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实际上也
就明确了，作为现代教育的三大支柱
之一，家庭教育同样要“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在阐述“培养什么人”这个核心
概念时，总书记明确了 6 条标准：政
治标准、思想标准、道德标准、知识标
准、精神标准、素质标准。其中，总书
记提出的精神标准是奋斗精神，而不
是我们平常熟悉的创新精神，令人关
注。如何理解将奋斗精神作为“培养
什么人”的重要标准，怎样培养大中
小学生的“奋斗精神”，成为家庭、学
校、社会共同的新课题。

明确教育方针的新内容，这是新

时代教育的新要求。这次党的教育
方针调整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增
加了“劳育”，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现在的突出问题是，无论家富家
贫，几乎一概“富养二代”。原来还有一
半以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现在争相

“富养二代”，这个民族已如孔子所言
“弃老取幼，家之不祥”，我认为还是国
之不祥！

劳育要着眼培养孩子的劳动价
值观，补孩子在生活能力和生存能力
上的短板。“安排子女积极参加家务
劳动”，应是家庭教育的必修课。

关于教育的工作目标和使命任
务，总书记强调“以凝聚人心、完善人
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
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并强
调这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立德树人”“完善
人格”，更多的是家庭教育的天职。

全国教育大会上，总书记再次关
注家庭教育，四句话讲了四个思想：

办好教育要有大教育观。总书记
强调，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社会

要合作共育，政府要担负主导责任。
家校社合作，是大教育观、现代

教育观，绝不仅仅是加强家庭教育的
一项措施，而是教育思想、培养模式、
学校制度的三个根本性转变。家校
社合作，本意上是研究人的培养模式
转变的重大课题，是人才培养体制改
革的创新探索。社会参与、三教结
合，是中小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一
个主要特征和必备条件。

家庭教育至关重要。习近平重
申“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在强调家
庭教育是起始教育和奠基教育。人
生的起始教育在家庭，学校教育迟至
7 岁才介入孩子的人生，社会教育更
晚。家庭教育不仅是起始教育，而且
是人生 0 至 6 岁关键期的“唯一教
育”，成为人生的奠基教育。

中国民间说“三岁看大，七岁看
老”，儿童“三岁”“七岁”从父母和家
庭学到的习惯、性格和情绪，可以影
响甚至决定人的一生。父母作为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家庭生活中潜移
默化地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性格和
情绪，才是“人生真正的起跑线”。家

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中具有奠基性，
深刻性和长远性。

家庭教育重点有新定位。总书
记指出，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
课”，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我理解这里的“人生第一课”，不
是定量词，不是“第一节课”；而是定
性词，是“第一重要的课”。而且这

“第一重要的课”不是一节两节，而是
贯穿人生的始终。

“人生第一课”“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是什么？总书记 2016 年在第一
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一锤定音——“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
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
人的教育”。

总书记关于家庭教育的新定位、
新重点，并没有引起教育界的重视、
热议和研究。我认为，做人教育包括
人品教育和人性教育，根基在于“人
性的教育”。人性，即人所具有的正
常的情感和理性，但长期以来教育界

“不敢讲”人性教育。那我们讲的德
育岂不就是“人性缺位”的德育，“缺
少人性”的德育？

教育部门成为家庭教育的主要

责任单位。总书记明确指出，教育、
妇联等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
持服务家庭教育。在排序上，教育部
门成为责任单位第一家。

总书记对教育部门提出新要求
后，教育界迅速作出反应。10 天后，
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关于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
的实施意见》，要求 100%的中小学建
立家长学校。12月6日教育部部长陈
宝生批示：“家庭教育非常重要，明年
要重点抓一抓这件大事。”今年1月的
年度教育工作会议，陈宝生明确指出
积极推动将家庭教育纳入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争取专门经费，研制家庭
教育指导手册和家庭教育学校指导
手册。基础教育司司长表示，今年基
础教育四项重要任务之一，是“实施
家校协同育人的攻坚计划”。

当前，家庭教育发展面临新的机
遇期。教育部门支持服务家庭教育
要勇于担责、主动作为，与家庭、社会
密切合作，共同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出新贡献。
（作者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

新时代对家庭教育有哪些新要求新时代对家庭教育有哪些新要求
傅国亮

“当您的孩子回家哭诉与同学之间发生矛
盾时，您怎样应对？”家长会上老师让我们讨
论这个问题，应该说几乎每个家长都曾遇到
过，甚至不是一次两次。怎么处理，很能体现
家长的涵养与智慧。

这让我想起 2018 年发生的两出悲剧：9
月 21 日，浙江瑞安市隆山实验小学的卫生间
里，一名男童倒在血泊中，凶手就是该男孩同
班一女生的家长叶某。因为前两天该男孩不小
心戳到女生的眼睛，并未造成严重伤害，但叶
某怀恨在心，潜入学校替女儿报仇、出气。本
是孩子之间的小摩擦，最后却酿成了血腥恐怖
的事件。另一起事件发生在 12 月 25 日，广州
市南沙区裕兴家园内，一个妈妈带着上幼儿园
的儿子烧炭自杀。起因是十几天前儿子在学校
与同学发生肢体冲突，班上其他家长群起而攻
之，几次道歉后仍有部分家长不依不饶，最后
这个怀孕两个月的妈妈不堪重负，精神崩溃，
走了绝路。

两个惨痛的教训警示世人：孩子之间的矛
盾和纠纷，原本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但如果
家长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化成大事，甚至酿成
悲剧。家长要理智处理孩子间的纠纷，防止走
入两个误区：

不要上纲上线、小事搞大，而要就事论
事，大事化小。

现在“校园欺凌”成为大家关注的热词，
某些学校确实存在校园欺凌现象。但绝大多数
情况下，尤其在家长整体素质较高、校风良好
的学校，孩子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绝大多数
情况下不过是一些偶发的小摩擦、小冲突，无
关大是大非和道德评价。家长不要一听孩子哭
诉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就上纲上线，认为遭
遇了校园欺凌，要替孩子“伸张正义”。

退一步说，就算是家长确认存在校园欺凌
的可能，也不能只听孩子的一面之词，而应该
和老师、学校充分沟通，了解具体情况，让学
校、老师以及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士出面来解
决问题。冲动是魔鬼，家长切忌直接卷入冲
突，行动之前一定要冷静三思。

不要以为被同学欺负就是“娘炮”的表
现，“打回去”不是培养阳刚之气的正确做法。

网络热词“娘炮”，主要是指青少年 （特
别是男生） 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缺乏男子汉
的血性。因此，当孩子回家哭诉与同学发生矛
盾时，有的家长会说：“他打你你不会打他
吗，他打你一拳你就踢他一脚。”这种“给我
打回去”的教子招数，不少家长还颇为认同，
认为这就是培养孩子的阳刚之气，培养男儿应
有的血性，这其实是走进了误区。

培养阳刚之气是需要的，但不是在发生冲
突的情况下，以“打回去”的方式。人类已经
进入到高度文明的社会，每个人的行为都要受
到一定的规则调节和约束，遵守法律法规是底
线要求，再高一点的要求有各种道德规范，学
生在学校要遵守 《学生守则》 和校规班规。这
种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方法，不仅不能培养
孩子的男子汉气概，反而会让他们目无法纪、
无视规则，以自我为中心，睚眦必报、心胸狭
隘，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健康人格。

当孩子回家哭诉时，家长请先认真倾听，
鼓励孩子把事情的经过讲出来，与孩子共情，
让他把积累的情绪宣泄出来。待孩子的情绪平
稳以后，再与他一起“回放”冲突的全过程，
分析谁对谁错，甚至可以分享自己小时候遇到
类似冲突时是怎么做的，让孩子觉得被理解、
被接纳，接下来孩子就更容易听得进道理，更
愿意接受父母的建议。

十来岁的孩子天真无邪，发生点矛盾纠纷
在所难免。谁对谁错并不重要，智慧的家长会
把它作为教育的契机，转化为一次孩子获得成
长和走向成熟的机会。

如果发起冲突的是自己的孩子，家长必须
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同学道
歉；如果是对方做错了，则教育引导孩子宽容
大度，对方并无恶意，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不要斤斤计较、耿耿于怀。总之，除非发生了
较重的身体伤害，尽量不要找对方家长，也不
要麻烦老师，应该引导孩子学会自己解决，比
如，让孩子第二天带两颗大白兔奶糖给对方，
说“我们和好吧！”没准儿家长还在纠结，孩
子们却早就“相逢一笑泯恩仇”，手牵手有说
有笑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呢。

（作者系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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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儿童绘画在国内非常普
及。调查显示，98%的儿童存在自发
性绘画活动，99.5%的家庭为儿童准
备了绘画工具，80%的儿童曾直接说
自己喜欢绘画，而幼儿园里几乎每天
都会安排儿童进行绘画，可见绘画在
儿童成长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一张纸，一支笔，一幅画，就
能呈现出孩子的内心世界？孩子有

“第三种语言”是不是传说？
众所周知，婴儿还不会说话时

就用动作或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
心声，比如往自己喜欢的玩具那里爬
时，说明孩子想要那个玩具；对着你
伸出双臂，说明孩子需要你的拥抱。
这是孩子学会的“第一种语言”。慢
慢地，孩子学会了说话，会边指着玩
具熊边跟你说：“我想要那个玩具
熊！”这是孩子学会的“第二种语
言”。孩子两岁左右，只要拿到一支
画笔，就会自然而然地拿起来，开
始漫无目的地涂涂画画，比如画一

些简单的直线或曲线；等孩子稍大
一些，他们还会画圆圈、画方形、
画太阳、画房子⋯⋯这就是孩子的

“第三种语言”——绘画语言。
孩子画画的本领一天一天长进，

可有些家长却用“画得好不好”“画得
像不像”来评价孩子的画，可能会说：

“你画的人一点儿都不像，头画得太
大了，手指也没画出来。”不少家长只
把绘画当作孩子需要掌握的一项技
能，却忽略了绘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功能：表达孩子的内心世界。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儿童绘
画是一种图形表达，它给我们提供
了一幅儿童心理世界的“认知地
图”。儿童绘画不仅可以描绘儿童认
知的过程，而且能反映出儿童的心
理发展水平。例如 3 岁半左右的孩
子会自创出头大足小的“蝌蚪人”，
这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手脑尚未
完全协调，对人物的四肢比例还不
能准确把握。

绘画是孩子的“第三种语言”

绘画不仅是一门技能，而且是孩子表达自我的有效工具，是孩子
的“第三种语言”。孩子们创造的一幅幅作品，就像一面面镜子，能够
照出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能照出他们多姿多彩的心理世界。

一般来说，家长都会支持和鼓励孩子绘画，也愿意付出耐心陪
伴，但少有家长能读懂孩子天生的这门“第三种语言”。当孩子能
够通过绘画自由表达自我，“画里的话”又能被父母听懂的时候，
他们的内在会更加丰富，他们的心理会更加健康。

孩子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的内
心，家长和老师可以通过绘画心理
分析来了解孩子、读懂孩子，可以
从绘画的行为、绘画的内容和形式
以及亲子沟通三个步骤入手解读孩
子的画，从而建立起积极的亲子关
系，支持孩子更好地成长。

首先是解读绘画行为，就是观
察儿童对绘画指令或绘画任务所作
出的反应。例如，有的孩子接到绘
画任务后，却拒绝画画，这可能是
孩子感觉没有安全感，或者缺乏自
信心。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需要
帮助他们做一些热身活动，比如先
画一些简单的线条或者随意涂鸦，
这样可以缓解孩子内心的焦虑。

其次是解读作品的内容和形
式。一般来说，孩子最喜爱、最常
画的内容是人物，通过画中的人
物，家长不仅可以看出孩子对人的
认知，还可以看出孩子与他人之间
是如何互动的。

人物的大小，反映出这个人在
孩子心目中的比重，孩子画的人越
大，说明孩子对这个人的爱越多；
人物的距离远近，反映了孩子和父
母情感联系的强弱：孩子在画中离
谁最近，心里就和谁更亲近；人物
的朝向，体现着孩子的期待和关
注：孩子朝向谁，就代表他更在意
谁。如果孩子的脸和身体都是背离
家长，家长就要注意了，孩子可能
是在逃避你们。

形式主要包括线条、构图、颜
色和阴影等元素。从线条上来看，
又细又浅的线条代表缺乏自信，又
浓又重的线条代表活泼好动。从构
图上来看，画面的大小与儿童的自
我评价相关：画得大，代表内心有
力量；画得非常小，代表胆怯、自
我评价比较低。从颜色上来看，红
色代表性格活泼、外向，还有可能
是躁动；蓝色代表沉稳、安静，也
有可能是忧郁。从阴影上来看，如

果孩子在画出某个形象后，又用黑
线把它狠狠涂抹，说明孩子在宣泄
对这个形象的愤怒或者恐惧。

当然，关于绘画作品的内容和
形式，还需要结合孩子画里林林总
总的形象进行具体分析。

第三步是就画与儿童沟通。可
以问问孩子：“你画了什么呢？这
些东西是代表什么呢？为什么你要
画这个呢⋯⋯”如果家长学过儿童
绘画心理分析，并且能够读懂儿童
绘画的含义，那么，你与孩子的心
就会靠得越来越近。当然，大部分
家长并不系统掌握绘画分析的知
识，也许会看不懂孩子画的东西。
这时家长可以多问关于画面的内
容，多倾听孩子的解读，会看到孩
子丰富的心灵。

（作者系温州医科大学精神医
学学院艺术治疗中心主任，绘画心
理专家，央视《挑战不可能》年度挑
战王候选人）

三个步骤解读儿童的画

绘画首先表达的是儿童的真实需
求。许多家长认为孩子是自己养育的，
当然十分清楚孩子的喜好与需要，孩子
想要的东西无非是游乐园、新玩具、糖
果、零食等，但真相可能并非如此。

这是一个 8 岁女生画的画，名为
“我最开心的事”。画面中，一个扎着
马尾辫的女孩舞动双手，脸上露出灿
烂的微笑。小女孩右边是她的妈妈，
妈妈举起大拇指说“真棒”。女孩和
妈妈的头上飘着几张写着 100 分的
试卷。这个小女孩告诉我，自己最开

心的事是考了“双百分”，得到了妈妈
的表扬。可惜她只在一年级考过
100分，后来就再也没有考过了。从
此以后，妈妈也没有再表扬过她了。
这个女孩用绘画表达的是：自己最渴
望得到的是父母的认可。

家长以为很懂孩子，其实不太
懂。类似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
还有很多。孩子们对家长有一些情
感上的需求，却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
表达出来，这时绘画就变成了一种更
形象、更生动的表达方式。

读懂儿童的需求、感受和行为原因

妈妈最爱100分 爸爸从缺位到回归

父母间的争吵、诋毁与谩骂，给孩子的成长造成了消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