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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教育规律，构建良好亲子关系——

是给孩子的最好礼物

东南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江苏省家庭教育研究
会副会长 马向真：

家长尽可能每天在固定时间陪孩子，如果无法保证每天都有时间，
那么尽量在每周的一个固定时间全心全意与孩子交心，形成一个规律，
建立跟孩子之间的联系。孩子小，家长就陪同孩子玩游戏、做手工。青
春期的孩子，很容易感到被忽视，产生心理波动，也很容易与父母产生
冲突。家长要经常跟孩子做一些孩子感兴趣的事，聊孩子喜欢的话题，
充分沟通、预防矛盾。化解冲突也是促进亲子关系的良好契机。

马向真：疯狂“鸡娃”，一定程度上是父母自身焦虑心理的折射。父
母害怕在竞争中落于下风，所以要为孩子“加餐”，希望孩子能赢在起跑
线上。少些“鸡娃”行为，改善“内卷”现象，一方面需要教育资源均衡
化，建构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家长也要调整心态。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情商的培养非常重要。父母要给予足够的关
注与陪伴，去了解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知识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学，但
是心理健康需要分阶段正确引导，而父母是第一引导人。

二孩妈妈王女士慨叹，生了小儿
子赫赫后，她本以为把养育女儿的经
验“复制粘贴”一下，就可以“捎带手”
把儿子带大。直到赫赫表达出强烈
不满，她才发现，每一个儿童都是独
一无二的个体，父母要真正地“回应”
孩子，不断地根据孩子的反馈来调整
自己。换句话说，父母自身也要成
长，要一直“在路上”。

“妈妈，你怎么不回答我！”赫赫
在一旁看图画书，边看边问为什么，
坐在旁边陪他的王女士，捧着手机飞
快地处理工作。直到儿子的埋怨声
打断她的思绪，她才想起，儿子刚才
一连问了几个问题她都没有回应。

“我和孩子爸爸慢慢发现，每个孩
子的性格不同，对父母的需求也不同。
我家老大比较独立，但老二比较黏人也
很敏感。当他发现你在敷衍，他就会发
脾气表示不满，甚至要伸手把你的脸转
向他——这样他才有安全感。”

王女士调整方式，陪娃时尽量不
看手机，“陪伴不仅是物理空间上在
一起，也不是带着孩子上学上辅导
班，而是双方情感上要有互动，父母
要清楚孩子在想什么，遇到怎样的问
题和困惑。”

不过，赫赫上幼儿园大班时发生
的一件事，让王女士再次陷入反思。
一贯讨人喜爱的赫赫，竟然挥着拳头
打了一位小朋友！她突然意识到，对
儿子的教育缺失了“社会化”这重要的
一环。“美国心理学家简·尼尔森倡导
以和善但坚定的态度，把有价值的社
会技能和人生技能教给孩子。要不要

一味地赏识孩子？怎样正确地赏识孩
子？正确的价值观、与人交往的能力、
恰当的自我评价，这些都是家长应通
过陪伴输送给孩子的东西。”

扬州公务员盛悦尽力成为带孩子
看世界的“眼睛”。大学主修俄语的盛
悦因工作原因经常出国，深信眼界和
知识对人成长的重要性。“我儿子小时
候吃饭，碗里总会剩很多饭粒，我就把
袁隆平院士培育杂交水稻、让十几亿
中国人吃饱饭的故事讲给他听。这个
故事更容易触动他幼小的心灵。”还在
上幼儿园的儿子提出的问题很稚嫩，
盛悦却从来不会轻易忽略：“我总是认
真地把我在国内外看到的、感受到的
和我理解的都告诉儿子。家长陪孩子
时，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珍贵的好奇心，
认认真真答疑解惑，这样才能帮助他
们看到更大的世界。”

南京媒体人张琳认为，好的陪伴
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是否有效，
在于父母能否利用好有限的时间，高
效率地回应孩子“成长的烦恼”。“我
女儿住校时，有一次给我打紧急电
话，哭着说她的小闺蜜因为一点矛盾
不想和她做朋友了，问我该怎么办。
我告诉她，妈妈小时候也曾因为一点
小事就和朋友断交，没想到成了终身
遗憾，如果你对友谊轻言放弃，将来
不会后悔吗？于是女儿主动找闺蜜
和好，闺蜜很惊讶也很感动。”张琳慨
叹，陪伴未必意味着做“helicopter
parents”（直升机般盘旋头顶的父
母），而是在孩子迷茫、无所适从的关
键时刻，狠狠地“托”他们一把。

5月30日，星期天。李小俊迎
来一周唯一的休息日，他先带儿子李
文博去饼店吃早饭，回家后陪儿子下
一会儿棋，便帮儿子复习功课。

李小俊夫妇都在苏州一家光电公
司工作，晚上、周末加班是常事。担任
部门经理的李小俊，经常忙到晚上九
十点钟才下班。11岁的李文博早已
习惯父母忙碌的工作状态。“爸爸妈妈
忙工作，都是为了这个家。星期天，我
喜欢让爸爸带我去外面转转。不过爸
爸辅导我作业，让我提高成绩，也是不
错的。”李文博十分懂事。

李小俊夫妇真切感受到，一家人
出去玩得开心和幸福。“有一次我们
出去玩，到家有点晚了，儿子主动说

‘今天带我玩也很辛苦，衣服我来洗
吧’，除了洗衣服，儿子还拖了地。”这
让李小俊夫妇惊喜之余，很是感动。

偶尔得空，李小俊与同事们会聊
聊孩子的学习、生活。他们发现孩子
们身上的共同点：希望爸妈早点下
班，找理由跟爸妈多聊上几句，甚至
有些孩子故意放慢写作业速度。

4月30日深夜12点，李小俊下
班回家，“发现儿子还在等我，就为了
和我聊上几句。”周六，李小俊夫妇上
班时常接到儿子的电话：“我作业写
完了，你要不要回来看看？”

“想到没时间陪儿子，有时候我
也挺心酸的。”李小俊感慨。

今年开始，李文博放学不再让爷
爷接送，而是自己搭半小时公交车回
家。李小俊给儿子配了儿童电话手
表，让他上车、到家都给爸妈打个电
话。李小俊说，家长既要培养孩子的
独立能力，也要挤出时间来沟通，“哪
怕打个电话也能让孩子感觉到父母
时刻在关心他。”

前不久，李小俊被评为苏州市吴
江区劳模。他把证书和奖杯都给儿
子看，儿子说：“不错、加油！”李小俊
也激励儿子：“以后你获得了荣誉，我
会给你奖励。”

武先生与妻子，同在南京一家银
行担任中层管理人员。他们早晨8
点半上班，晚上9点后下班是常态。
两口子经常下班到家时，两个儿子已
在爷爷奶奶的陪伴下入眠。

5月29日，星期六，武先生给7
岁的大儿子办了一场生日会。“周末
我们也想偷懒，但还是会尽可能地多
陪陪小孩。”武先生说，“不加班的双
休日，会和大儿子聊天，‘恶补’他一
周情况。”

武先生说，也许因为他和妻子都
不是情感细腻的人，在缺少时间陪伴
孩子的问题上，他们并没有感到焦
虑。工作和陪伴孩子并非对立，他和
妻子在用自己的方式，让孩子理解

“不努力工作，就不会有好生活”，也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孩子的榜样。

胡晓晶的女儿，在常州市某小学
读六年级。全职带娃12年，胡晓晶自
认为是非常称职的妈妈，也一直为自
己和女儿和谐的亲子关系而欣慰。所
以，有一天她看到孩子跟同学的聊天
记录中，孩子吐槽父母缺乏理解、在家
里很孤独时，着实吃了一惊。“就是当
头一棒的感觉，她平时看着挺开心，基
本上不会跟我争吵，哪知道她心里会
这么想？我样样以她为重，天天陪着
她，她怎么还不满意？”胡晓晶说。

为了搞明白原因，胡晓晶请上大
学的侄女对女儿旁敲侧击地探问。“我
妈陪我，都是陪我学习。”女儿吐槽说，
从小到大，除了在学校，她跟妈妈在一
起的时间最多，但是在一起干什么呢？
去上辅导班、兴趣班。辗转在各辅导班
之间时，妈妈的谈话也离不开学习。“上
课之前会说，要认真听讲，不懂的问老
师。下课之后又问，上课感觉怎么样？
老师讲的能听懂么？有没有留作业？
我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如果我说哪
里没听懂，她能立马给我讲题。”

女儿还说：“妈妈只有聊学习时
才聚精会神，我要是跟她说班上好玩
的事情或者聊到动漫、明星，她就心
不在焉地敷衍。所以，路上我宁愿在
车里什么话也不说，她放点音乐给我
听就好。”

为了女儿，胡晓晶做了很多规
划，每年都有一个日程本，每天行程
安排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周末和寒暑
假。她曾经很得意自己的“排课”技
能，能紧凑合理地利用每一段时间，
兼顾孩子的学科发展、兴趣爱好和身
体素质训练。目前，她的女儿每周在
培训机构上数学、英语、作文，在网上

上口语课，还上钢琴、长笛、游泳和羽
毛球兴趣班。胡晓晶还在一些手机
软件上购买培养综合素质的课程，如
艺术、科学、新闻类的，“上学放学路
上，我会给她听这些课程。”

可是女儿不领情。“她给我选的
兴趣班都是她认为好的，有用的。比
如钢琴可以锻炼左右脑协调，长笛方
便带去学校表演。我喜欢玩水，希望
她能跟我一起游泳，但她认为泡在水
里随便游游没有锻炼效果，给我报了
训练班，每次课都要游1500米以上
才行。就连寒暑假出去旅游，她也要
选寓教于乐的项目。有一次去西北
旅游，她竟然整理出十几首描写塞外
风光的古诗。我不喜欢博物馆，我不
喜欢看到一个景点就要背古诗，我只
想去游乐场痛痛快快玩一场。”侄女
的“传话”让胡晓晶哑口无言。

胡晓晶深感挫败的同时，也不得
不承认孩子说的都是事实。“原来，我
为了让女儿劳逸结合报的兴趣班、夏
令营、冬令营，在女儿看来也是任
务。现在想想，她曾经小心翼翼提议
的晚饭后散步、周末看电影、逛逛杂
货铺，对她来说才是陪伴吧。”

即将到来的暑假，胡晓晶给女儿早
已做好安排：“暑假之后就上初一了，初
中学科难度越来越大，不提前学不行。
大家都在‘鸡娃’，家长们都在团课，所以
我给女儿报了语数外衔接班，连上20
天。平时的兴趣班不会停，还准备给她
报一个去贵州的研学夏令营。”

胡晓晶说，过去她一直担心自己
不“鸡娃”，孩子就会在今后的竞争中
被淘汰，现在她开始认真思考：“到底
怎样才是对孩子真的好？”

言传身教也是一种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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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父母，给孩子真正的陪伴

马向真：在家庭里孩子会学到如何处理一些人际关系，包括与父母
的关系。家庭也是一个人心理发育的起点，融入社会的重要基础。给
予孩子更多的陪伴与爱，能够让孩子成长得更健康。

生了孩子就要养，这涉及经济准备、时间准备、心理准备，建议年轻
人认真思考，是否能够承担起当父母的责任。在成为父母前，年轻人要
学习一些育儿知识，接受一定的培训或教育，这相当于“学习考证”，合
格再上岗。当然，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也是和孩子一起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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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新华日报·交汇点记

者走近多个家庭，听听孩子们的愿望，了解他们的亲子故

事。有的家长忙于工作，拼搏的身影“陪伴”着孩子，成为孩子的榜

样；有的家长捕捉到孩子内心的波动，开始反思自己的陪伴方式；有的家

长积极学习育儿知识，在陪伴中与孩子一起成长。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目的，唯有一种爱以分离

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恰恰是贴心、科学的陪伴，能够

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分离”，成为善良、正直、自信、独立

的个体。陪伴，是给孩子的最好礼物。
（视觉中国供图）

□ 本报记者 董翔 刘春 李爽
朱璇 顾敏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两部法律6月1日起正式施
行。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条文
从72条增至 132条，增加了1万多
字，其中扩增了“家庭保护”和“学校
保护”等内容，新增了“政府保护”和

“网络保护”专章。
如何让未成年人得到优先、特殊的

保护，如何防治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对于社会关注的热点，新法均明确了
应对措施。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江
苏此前有哪些率先探索？新法实施
将带来哪些改变？“落地生根”还存在
哪些难点？记者近日展开调查。

为人父母者，做好功课再“上岗”

最新出炉的数据，让南京市拉萨
路小学副校长吴芸深感惊讶——该校
2018年打造的“家长成长学院”运营
至今，心理辅导课程参与率达274%，
家教云课堂参与率更是高达515%，这
相当于平均每堂课都被重复学习了5
次以上。“这说明，家庭教育越来越成
为家长们的强烈关切。”吴芸说。

作为家庭教育主阵地之一的家长
学校，已在我省率先推行多年。而家
长学校强调家庭应承担起未成年人主
要培养责任的立意，正与新实施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不谋而合”。新法在

“家庭保护”“学校保护”“政府保护”等
多个章节强调了家庭教育，其中第82
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
开展家庭教育知识宣传，鼓励和支持
有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把家庭教育纳入城乡公共服务
体系，就意味着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
过程中，将有多方陆续介入，为家长
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研究员陈爱武说。

实际上，早在2019年我省就颁
布了《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对
家庭、政府、学校、社会等多方职责予
以厘清和明确。陈爱武认为，家庭教
育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化工程，除了
带动多方参与外，还要做好顶层设
计。“家庭教育其实和学生教育一样，
具体要开展哪些课程，同样需要出台
兼具科学性和普适性的教学大纲。”

如果“问题孩子”已经涉罪，并且
是父母“不合格”导致，由司法机关主
导的亲职教育就会被放在突出地位。

17岁的安安（化名）辍学在常州
打工期间，认识了一位技工学校的老
师。老师劝她去读书，她却以身体生
病为由，从老师那里骗了1.3万余元，
全部花在直播平台上。“我们在调查
评估后发现，安安的父母都在老家盐
城，平时对她不管不顾，导致安安最

终走上歧途。”常州市新北区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副主任尹媛说。该院对
安安的父母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亲职
教育，包括阅读相关书籍、学习沟通
技巧、开展心理辅导等。

过去面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父
母，司法机关更多的是规劝和训诫，
但因为缺乏教育指导，难以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实行强制亲职教育，江苏
先行探索。

去年，省检察院和省妇联下发
《关于联合开展亲职教育工作的实施
意见》，明确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到
指定机构报到，接受亲职教育。此次
实施的新法同样规定，司法机关发现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
护职责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应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
家庭教育指导。

还一亿多“小网民”清朗空间

在APP上打卡学习、在网站上下
载学习资料……如今，网络学习成了

“刚需”。此次修法的一大亮点——
专设“网络保护”章节。

从事金融工作的张霏霏告诉记
者，上初二的儿子曾使用过一款作文
素材软件。在软件的“作文素材分享
区”中，竟然夹杂着一些低俗内容。
她认为平台是故意利用不良信息吸
引青少年关注，以达到吸引流量的目

的。她告诉记者，儿子的同学中有一
部分人喜欢使用网络社交软件。

记者登录一款社交软件发现，虽
然软件提醒年龄需要达到18周岁及
以上才能使用，但只要随意输入出生
年月日即可登录。该软件设立了青
少年模式，在该模式下屏蔽了部分功
能，但青少年模式可自行选择。这意
味着，未成年人随意输入个人信息，
不选择青少年模式，就可进入和成年
人一样的交友、直播等模块查看。

这样的社交平台会给未成年人带来
什么影响？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
检察部副主任陈莹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案
例。小学生李艺（化名）在某网络游戏
APP上打游戏时，认识了一位自称叫王
强（化名）的人。两人一起玩游戏到夜深
人静时，王强引诱李艺拍摄隐私部位供
其观看，并威胁如不满足其要求，就用别
人的不雅照片冒充李艺。李艺经不住威
逼利诱，多次在游戏社交平台上将自己
隐私部位照片发给王强。不久，李艺母
亲发现女儿手机里存有大量身体私密部
位照片，立即报警。法院最终以猥亵儿
童罪判处王强有期徒刑1年6个月。

“过去，未成年人性侵案件不少都
是同学和周围熟人作案，现在很多人
都是通过网络认识交友后作案。此次
修法填补了网络保护的空白，今后在
办理类似案件时，可以做到有法可
依。”陈莹说，网络保护专章首次将预
防性侵害、性骚扰写入，还提出加大治

理有害信息、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
养等新规，让保护未成年人落到实处。

她同时坦言，网络未实行实名认
证是目前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性侵的难
点。在强奸等罪责的认定上，年龄是条

“硬杠杠”。如果网络没有实名认证，在
办案追责上就增加了难度。比如，受害
人未满14周岁，但在网络上虚报了年
龄导致性侵时，犯罪嫌疑人表示对其真
实年龄不知，执法就增加了难度，需要
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取证来判案。她
希望尽快实行网络实名认证制，为未成
年人提供一个清爽的网络空间。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狄小华说，
两部涉未成年人法律构建起家庭、学
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六大保
护体系，但只有网络保护不是从主体
的角度定义的。因为网络没有边界，
这项保护需要家庭、学校、社会、政府
等各方协同才能够实现。

保护未成年人没有旁观者

亲生父母逼迫孩子洗衣服、倒马
桶，动辄打骂，最终在母亲的殴打中，
孩子的生命永远地停在7岁。“这场悲
剧本可避免。”每次想起这个案子，承
办法官、常熟市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
审判庭法官徐畅就痛心不已。“公安
侦查后发现，周边的邻居、学校的老
师同学都曾看见孩子脸上和身上的
伤痕。”徐畅说，当时哪怕有一个人选
择发声，也不至于酿成悲剧。

相较而言，12岁的果果就幸运一
些。“江阴市妇幼保健院的接诊医生
发现她情绪低落，医学诊断也指向她
遭受性侵，医生安抚好果果和家长的
情绪后，马上固定证据，及时报告卫
生主管部门、主动报案。”江阴市检察
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张涛介绍。

据省检察院统计，强制报告制度
先行探索1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接
到妇联、教育局、医院等单位和个人
移送的强制报告线索 276件，成案
100件，线索涉及性侵害、遗弃、虐待、
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

“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案件如果发
现不及时，人证、物证会难以固定，不
利于案件侦破。”张涛说，强制报告制
度有助于拓宽线索来源，有效解决取
证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将案件拉
入良性循环轨道中。

“中国传统教养观念上将打骂孩
子当作家务事，以为外人不应插手。”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
学博士生张克明认为，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增设强制报告制度，这本
身就是亮点。强制报告制度出台后，
见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时要不要发
声，不再是该不该“管闲事”的社会问
题，报告行为变成法律规定的义务。

“强制报告还明确了‘由谁报告’
‘向谁报告’等问题。”张克明认为，立
法机关在“让法律落地行走”上下了
很大功夫。

两部涉未成年人法律今起施行—— 以法之名，保护未成年的你

□ 本报记者 姚依依 冯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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