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11日 星期四

09
主编：杨咏梅 编辑：杨咏梅 设计：王保英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52 邮箱:jiatingjiaoyu@edumail.com.cn QQ群：37136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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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危机是经
济拮据？是重度残疾？还是父母离异？早
在 2009 年，我们做青少年危机研究，比较加
拿大、新西兰、南非、哥伦比亚和中国 5 国青
少年遇到的挑战，我们发现中国孩子遇到的
主要困难是父母离异。

近年来，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
据民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黑龙江、吉林、天
津、重庆的离结率（离婚占结婚比率）都超过
了50%，北京是48.57%。对每个家庭成员而
言，离婚都是不小的危机，但我们更关注那
些走出危机的家庭，靠什么走出了危机？婚
姻危机是否也有可能带来家庭的重生？

关于离婚对孩子的影响，相关文献概括
起来有三个视角。第一是家庭残缺论，离婚
意味着家庭残缺，生活在残缺家庭的孩子，
最容易出问题。

第二视角是家庭冲突论，认为父母冲突
比离婚对孩子影响更大。如果夫妻俩天天
打、天天冷战，弄得孩子不想回家、怕回家，对
孩子的负面影响更大。有的父母早有了离婚
的打算，却一直瞒着孩子，想等到孩子18岁再
告诉他，其实孩子早就知道了。哪怕孩子只
有三五岁，也能从各种关系的变化里觉察到
父母不是原来的那对父母、家不是原来的家

了。如果婚姻的实质已经不存在了，还不如
尽早结束，尽早开始好的生活。

第三视角是有限影响说，认为父母离婚
对孩子的影响不是洪水猛兽，并非父母一离
婚、孩子就完蛋。生活中的确有些来自父母
离异家庭的孩子也能成长得挺好，学业、人
际关系和个人发展都正常。

有限影响说与我们提倡的优势视角相
一致，前设是结构缺损了但关系没出问题。
夫妻关系断了，是家庭结构缺损了，但亲子
关系终身不可断，父母之爱还是存在的。亲
子关系如果良好，家庭功能就不会失常，离
婚的损失就降到最小。

残缺论和冲突论更多是站在成人立场，
把孩子看作被动的承受者，被父母离婚这个
危机弄得问题重重。但实际生活中孩子有选
择生活方式的能力，也有决定生命的能力，有
的孩子还反过来可以帮到父母，比如在妈妈
特别痛苦的时候成为情感支点，在爸爸不依
不饶的时候去劝过父亲。

离婚率的数据是无情的，而每个数据背
后的故事是丰富的。深入到每个家庭面对
困难、走出困境的真实过程中，我们发现首
先要摆脱离婚一定导致孩子出问题、出问题
的孩子都来自离婚家庭的刻板印象，倡导用
抗逆力视角，也就是优势视角去发现孩子抗
击逆境的能力。

当孩子接受父母离婚的事实、接受父母

结束的是一段不好的婚姻时，就不会有太多
焦虑敏感的表现，不会有太多的恐惧和回
避，不会感觉这件事情不能提及、是我的伤
疤、是我丢人的地方。

接受以后，孩子会产生适应性反应，开
始积极、正向、认真地思考：我怎么配合妈
妈，我有什么能力，怎么在家里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反之，孩子如果不接受，就会出现
离家出走、辍学、网络成瘾等创伤性应激反
应。当然还有一类孩子是接受性反应，没有
创伤，或者创伤并不明显。

有学者认为遭遇压力事件时，人有自动
修复能力。修复生命中重大危机有三种策
略，最低的叫生存策略，体现为暴力行
为、高风险行为、反射行为、情绪倒退等，
比如爸妈离婚了我就网络成瘾，就把自己放
弃了，每天浑浑噩噩，到了学校也不读书，
趁老师不注意就去网吧⋯⋯

中度的策略叫保护策略，虽然不去做逃
学、网瘾等违规的事，但把自己缩到一个壳
里，不跟同学来往，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家的
事，见了邻居一低头就走开⋯⋯这种退缩状
态是希望外界的刺激更小，把自己藏起来。

最积极的策略叫健康策略，“既然爸爸
妈妈的婚姻不能维持了，我怎样面对能更积
极、更健康、更有利所有的人？”健康策略具
有灵活性、可选择性，能用自尊状态、自我优
势、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信任感等积极因

子应对外界的挑战。
以往人们习惯于关注生存策略，我们的

研究倡导后面两种策略，倡导选择积极策
略，把离婚作为调整关系、个人反省和孩
子成长的机会，从中反思自己需要调整的
能力和状态，用发展的视角经营今后的生
活，将创伤转化为成长的契机。

值得注意的是，离婚并不意味着亲子关
系的终结，离婚教育要涉及如何建设性地保
全亲子关系，比如抚养费必须足额准时送
到，保证孩子和另一方定期见面，甚至确定
见面的频率。监护人要优化亲子关系，单亲
妈妈不能因为心情不好，每天都把一张臭脸
给孩子，或者见到孩子就发脾气；还要开发
亲子关系，让孩子有机会接触舅舅、姥爷等
男性角色。绝对不能因为自己跟男人的关
系失败了，就拒绝孩子跟男人来往，这对孩
子的性别认同和个性发展都不利。

国外的离婚教育主要有法律介入、心
理援助和社区支持等三种方式，帮助离异
家庭从上一段关系里走出来，提升每个家
庭成员的抗压能力，调整心理状态，整合
资源应对危机。在离婚率居高不下的今
天，这是社会发展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
社会建设面临的专业课题。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与陈盈合
著有 《破茧而生——走进离婚家庭孩子的
内心世界》)

用优势视角发现孩子抗击逆境的能力用优势视角发现孩子抗击逆境的能力
田国秀

近年来，随着离婚率的
不断攀升，单亲家庭子女教
育问题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
课题。父母离婚已经是孩子
的不幸，如何将离婚的伤害
最小化，如何使孩子少受影
响，最好不受影响，这不仅
是一个善良的愿望，更是徘
徊在婚姻边缘的夫妻的燃眉
之急，是单亲父母梳理家教
思路、离婚家庭寻求养育方
案的现实需要。

父母离异后，孩子能否
健康成长，取决于能否做到
以下三点：

第一，将离婚危机转变
为教育契机。

我们绝不赞同离婚，但
如果婚姻确实出现问题，婚
姻关系实在难以维系，结束
坏婚姻不失为一种及时止损
策略，是一种向前看的思维
方式。从坏婚姻的挣扎、纠
结中挣脱出来，换一种生活
环境，反而有利于孩子的成
长。

已经有许多研究表明，
孩子长期生活在父母纷争不
断的家庭氛围里，比生活在
单亲家庭里问题更多。恶
劣、冲突的家庭环境使孩子
长期压抑，心情不快，情感
纠缠，难以拥有舒畅、喜乐
的心态，导致孩子丧失生活
激情，放弃对生活的盼望。

对孩子来说，告别不良
的家庭环境意味着成长空间
的转换。监护父母若能以全
新的心态开始新生活，与孩
子共担家庭责任，陪孩子认
真生活，就可以成为有益的
教育契机。

第二，保全亲子关系，
为孩子提供良好成长环境。

夫妻关系可以随婚姻的
解体而解体，但亲子关系永
远无法解体。要想减少对孩
子的伤害，离婚父母一定要
将孩子的健康成长作为第一
考量，并通过维护恰当的关
系实现这一良好愿望；要整
合孩子身边一切资源，尽一
切可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良
好的成长环境。

作为监护人的单亲父母
要理性看待离婚，调整心
态，为非监护人一方创造机
会、提供方便，使之保持与
孩子的沟通、相处和连接，
合力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
非监护人一方虽然不承担法
律上的监护责任，但要承担
心理关怀和精神养育，要保
持与孩子定期见面、频繁走
动，让孩子享受到该有的父
爱或母爱。孩子身边的其他
亲人，也要尽力为孩子的健
康成长提供帮助。

第三，孩子是家庭的重
要支点，具有不可忽视的成
长力量。

为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利
影响，很多离婚夫妻故意隐

瞒离婚事实，有的还假装在
一起，扮演恩爱夫妻。殊不
知，大人的一言一行根本逃
不过孩子的眼睛，即使孩子
佯装不知，也不意味着他蒙
在鼓里、果真不知。很多时
候，只不过是他陪着父母一
起做游戏而已。

隐瞒不如正视。将离婚
事实告诉孩子，坦诚表达无
助与求助，寻求孩子的理解
与支持。孩子可以成为倾听
者，当你无处表达、无处纾
解时，可以跟孩子聊聊。可
能他无法化解你复杂的心
绪，但他真诚的眼神，能帮
你清理自己的思绪。也许他
无力回应你迫切的求助，但
他毫无保留的亲昵，能助你
坚强自己。孩子可以成为陪
伴者，有他在你会变得坚
强。孩子可以成为支持者，
他的理解与鼓励，会使你勇
气倍增。

同时，要相信孩子身上
有不可忽视的成长力量。处
理得当，父母离婚这一事件
也能激发孩子内在的心理能
量、挖掘出孩子身上的潜
力。所以要相信孩子，与孩
子一起面对家庭这一重要的
负面生活事件，使之转变成
孩子成长的一个机会。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
儿童与家庭教育中心主任）

修
复
生
命
危
机
创
造
成
长
契
机

边玉芳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单亲养育如何重建家庭功能单亲养育如何重建家庭功能
本报记者 杨咏梅

“三分之一根本不需要离，三分之一需
要磨合，还有三分之一我们会劝离。”刘跃新
对离婚调解案例的三分法引起与会者极大的
兴趣，有位男士说自己忍耐了8年，感觉可能
属于第一个三分之一、又想进入第三个三分
之一，因为“我想给儿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环
境，自己又有点不甘心”。

对这个在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中纠结的
提问，祝薇再次强调孩子其实非常清楚父母
之间关系的质量，即使父母不挑明、也不吵
架，孩子也能清楚地看出家里谁说了算、比
较霸权，谁是没用的纸老虎，“家庭是个小社
会，孩子从家庭关系中习得自己将来要做什
么样的人，未来要找什么样的伴侣。所以父
母有责任给孩子示范好的、健康的家庭关
系，才能让孩子以后对婚姻充满信心。”

杨畅审理过一起她至今都很痛心的离
婚案件，父母双方都不想要孩子，把孩子留
在出租屋里，到了晚上，邻居联系不上他们，
只好把孩子放到了派出所。“这个 6 岁的男
孩一个人在派出所里待了一晚上。虽然后
来母亲还是把他接了回去，但这次被抛弃对
他心灵的伤害，永远也难以弥补。”

后来杨畅回访这个家庭时，母亲一直抱

怨说孩子叛逆，根本不听她的话，但是杨畅
从孩子那里听到的却是：“你都不要我了，你
有什么权利管我？”

“单亲养育的父母需要教科书似的指
导。”杨畅说基层工作特别希望得到《破茧而
生》中提到的情感支持、认知调整、行为训
练、表达练习、沟通技巧、建设性互动、关系
优化、能力辅导等专业帮助。

“加大离婚调解、增设婚恋课程、开展离
婚救助、维护亲子关系等，统称为离婚教
育。”田国秀曾指导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在
未成年人案例审判厅里建立了包括离婚教
育的工作机制，引入人民调解员、心理咨询
师，帮助离婚父母理性处理彼此关系及亲子
关系，取得很好的实践效果。

越讨论，话题越延展开去——“结婚到
底意味着什么，应该怎么维护好家庭的功
能，这些婚前教育应该成为家庭教育工作的
重要职责。”“离婚教育的重要前提，就是别
不把孩子当人，孩子需要一个特别认真的提
前告知。”“现在的家长愿意为孩子的学习、
才艺买单，希望他们也愿意花时间提升自己
经营家庭关系的能力。”“家庭教育要回归
美好生活，单亲养育也可以稳定温暖。”

赋能赋能 推行离婚教育 将危害最小化

“当父母婚姻触礁，离婚已成定局，孩子如何少受伤害？”“对孩子最大
的伤害不是离婚而是父母不能正确、理智地面对问题。”“30 年的调解实践
中，我发现至少三分之一可以消除婚姻危机，三分之一需要磨合一段时间，还
有三分之一的确不具备继续生活下去的可能性。”“离婚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的
痛点，能否成为生命的拐点？”“孩子不是家庭的累赘，而是家庭的资源，以优势
视角看待孩子，离婚的危机就有可能转化为家庭重整、家人重生的契机”⋯⋯

在近日于北京举行的“单亲养育与家庭功能重建”研讨会暨《破茧而生》新
书发布会上，围绕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国秀与北京第十五中学教师陈盈合著
的这本解读离婚家庭青少年成长轨迹的新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学刘
少杰教授、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杨畅法官、北京市西城区调解员协会会长刘跃
新、《知心姐姐》杂志主编祝薇、音乐美学教育专家马骏、《父母必读》杂志主编
恽梅等嘉宾，从不同角度聚焦“激活抗逆力”和“家庭功能重建”这一课题。

“抗逆力，就是家庭应对压力、恢复常态
并获得健康发展的能力。”陈盈解释这个不
太为人熟知的概念时说，“每个家庭都有可
能遭遇挑战，身体生重病、工作不顺利、婚姻
亮红灯等问题，不是生活的特殊态而是常
态，绝大多数家庭都有能力面对危机、应对
挑战。离婚意味着家庭结构解体，但并不意
味着家庭功能完全丧失，夫妻双方仍然可以
通过行动来改善孩子对离婚的认识与单亲
养育下的成长境遇。”

对此，杨畅认为前提是离婚后父母双方
要能够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将离婚危
机转化成孩子成长的契机，关键就是保全亲
子关系，让孩子在单亲养育中也能健康成
长。”

关于保全亲子关系，在法院当了 30 年
人民调解员的刘跃新列举了很多让人痛心
的案例：“74%的离婚案件是女方提出的，超
过 80%的女方坚持孩子一定要留在自己身
边。”“孩子是有生命主权的个体，但有些母

亲实际上是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即
使丈夫心中念及孩子，也无法接近孩子，有
的甚至导致孩子出现精神崩溃。”

刘跃新严肃地指出，父母离异以后如何
教育孩子，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夫妻一
旦提及离婚，一定要考虑孩子，决不能把孩
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能让孩子在失去
父母合力养育的情况下扭曲地成长。

作为单亲养育的亲历者，马骏分享了自
己如何郑重其事地跟7岁的女儿谈及离婚、
如何和现在19岁的女儿一直是好朋友的故
事，令人动容。她说：“我们分手时女儿4岁
多，到现在我和她爸爸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从来不隔绝她和爸爸之间的交流，从不打
听他们说了什么，有时她和她爸爸生气，和
我唠叨，我就说‘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现
在孩子发展得非常阳光开朗。”

具有更强的自立意识和责任感、更自
信、思想开放、协调能力强、看待事物更加理
性⋯⋯恽梅列举研究发现的这些离婚家庭

抗逆抗逆 保全亲子关系 激发孩子潜力

“宝宝你知道爸爸和妈
妈为什么不常常见面吗？”

“你们离婚了。”“我没跟你说
过，你怎么知道？”“我早就知
道你们离婚了。”“那你怎么
想呢？”“没有什么呀，他还是
爸爸，你还是妈妈。”这是女
儿 7 岁时我们的对话，今年
19 岁的她在美国学音乐治
疗，非常阳光开朗。

记得那天，我郑重其事
地告诉女儿：“这是妈妈的人
生 选 择 ，与 你 没 有 任 何 关
系，你永远只有一个爸爸一
个妈妈，而且我们都很爱
你。你这么理解我们，妈妈
真的特别高兴。不过，妈妈
以后一个人又要工作又要带
宝宝，将面临很多问题，还
要请你多多帮忙，所以，从
现在开始我想请你做我的朋
友，因为朋友之间都是互相
帮忙的，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就会跟你商量，如果你有困
难，也可以跟我商量。可以
吗？”“可以！”女儿郑重其事
地回答。

孩子听懂了我的话，事
实上，不仅是她，我们仨都做

到了客观面对生活的变故，
尊重生命的自然轨迹，互相
不牵绊、不抱怨、不纠结。其
实，父母的坦然，有助于孩子
正确地面对遇到的问题，任
何事情都是这样，包括接受
单亲环境并勇敢地做自己。

离婚其实真的不是两个
的事儿，这里面除了涉及父
母子女，还会波及两个大家
庭中曾经那么亲密的家人。
有的曾经是同事，有的亲戚
还曾经是介绍人，有的妯娌
就是同学。所以，决定离婚
还要想好如何处理这些关
系，如何健康地看待破损，如
何积极地止损，这些是需要
想清楚的。

离婚当然对孩子有影
响。但如果父母的内心足够
丰满，尤其是承担监护人责
任的一方，能积极正向地面
对单亲养育的角色、处理新
的家庭关系和矛盾，用做母
亲（父亲）的智慧去引领孩
子，相信孩子也会走出危机、
完善自己。

（作者系音乐美学教育
专家，著有《音乐的力量》）

父母坦然 孩子淡然
马骏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亲历者说亲历者说
子女身上的特点，认为在刻板印象中人们常
常忽视孩子的能量。“在一个完整的家庭系
统中，孩子的心声和父亲、母亲的声音，任何
一角的缺失都是遗憾的。挖掘抗逆力需要
系统解读家庭功能的重建。”

“优势视角是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概
念。离婚家庭的孩子不是怪物，不一定只是

弱势群体、风险人群、危机人群，他们最害怕
的是怎么面对同学的眼光。”祝薇希望父母打
算离婚时要先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好好沟通，
让孩子了解父母的处境。“保全亲子关系，和
孩子一起面对生活的变化和重建，相信孩子
的修复能力，帮孩子找到再次成长和启动的
力量。”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大约 50%出自
离异家庭。”作为从事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工
作十多年的法官，杨畅深知离婚对孩子的负
面影响，但更糟糕的是“形式完整却关系冰
冷的家庭”。

一次审理离婚案件时，有个初二女孩的
话让杨畅印象深刻：“她说‘他们早该离婚
了！以前他们整天争吵，让我时刻提心吊胆，
后来就变成了冷战，谁也不搭理谁。我每天
都不愿意回到冷冰冰的家里，他们还说为了
我不离婚，这样的家我早就不想要了。’”

经常回复小读者来信的祝薇也认为，婚
姻危机瞒不过孩子，孩子其实很早就能感觉
到，而且有的孩子会用自己的方法去干预。
有个初一女孩曾向祝薇求助，说自己在毫不
知情的情况下被父母从课堂上拉出来，告诉
她离婚的决定，问她愿意跟谁。“从天而降的
打击让这孩子几乎崩溃，非常愤怒地跟爸爸
妈妈吼，‘你们要想离婚就把我从中间撕开，
一人一半！’” 就是因为这孩子的激烈反
对，后来这对父母没有离成婚。

祝薇讲的真实故事，正好印证了田国秀
和陈盈通过 1500 多份问卷、200 多例访谈
得出的结论——青少年面对父母离婚时，绝
不是消极被动、任人摆布，而是积极应对、有

勇有谋的。田国秀特别强调说：“不要对离
婚污名化，更不要对离婚家庭的孩子抱有刻
板印象，希望全社会能从正向、理性的视角
看待离婚，挖掘孩子的抗逆力。”

“每年近 300 万离婚家庭这个数字背
后，每一个孩子的遭遇都特别让人痛心和牵
挂。”恽梅说自己第一次听田国秀用优势视
角解读离婚问题时，眼睛一亮：“摘掉问题视
角的有色眼镜，用优势视角解读孩子身上被
激发出来的能量，相信不仅对单亲养育的家
庭有帮助，对普通家庭也很有启发。”

“之所以要转换视角，是因为离婚作为
不可消灭的一种家庭结果，与其聚焦各种问
题所引发的无力感，倒不如去挖掘潜在发展
契机。”陈盈说。

“离异家庭的单亲子女怎样成长，怎样
才能获得资源、发展自己、顺利完成学业走
向社会，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课题。”作为社
会学教授，刘少杰指出从2006年以来，我们
一直在搞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但至今成效
并不明显，社会问题还在不断爆发，而且越
来越复杂。“最艰难的就是家庭面临种种冲
击，离婚率居高不下。社会治理必须触及单
亲养育的家庭功能重建这些最隐蔽的、最复
杂的层面。”

止损止损 从问题意识转向资源意识

张征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