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做妈妈了，但我很忐
忑。因为我的成长经历不那么美
好，我也曾经不想要孩子。小时

候父母经常吵架，那时候觉得要是没有我
多好。还有我的父母工作都忙，对我很没耐
心。我是个很听话的孩子，但长大后我发现
其实父母很多话不但不是真理，甚至很谬
误。尽管我现在看了很多关于育儿的书，但
还是对即将到来的小生命有点措手不及，
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ta？

木小果

先给你个建议试试啊。列一
个表，写出你自己在你成长的家

庭中不喜欢的经历和喜欢的经历，再列一列
你最渴望父母怎样对你。这样，我想可能会
有益于帮助你在养育自己孩子时找到一种
更有建设性的方法。

我听过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说：“我不
会用我父母对我的方式对我的孩子。”但是
很奇怪，往往我们不愿意像父亲或者母亲的
地方，却又总是做着和他们相同的行为。因
为父母是我们最熟悉的“榜样”，而熟悉的力
量往往会比想改变的愿望更大。我们在原生
家庭的经历无论是美好还是不适的记忆，它
早已像看不见的录影带成为我们潜意识的
一部分，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甚至思
维方式。所以，我们首先得有一个意识：如果
想做孩子更好的父母，就必须以持续的觉
察、不断的学习，来取舍我们的父母在我们
的生命早期所给予的“榜样”。

如果你的成长中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
那不怪父母。因为我们的父母也是父母的孩
子，他们也是父母无意识教育的“受害者”。
所以，当你为育儿感到忐忑并开始学习时，
是你的觉察和醒悟之时，也是自我生命成长
的开始。你在孕育一个肉体的新生命的同
时，也在孕育自我精神的新生命。

我以过来人的身份说句大话，选择做父
母是我们最勇敢的一次“职业”选择。这是个
世界上最复杂、最艰苦、最需要耐心和责任
心、最需要机智幽默和爱心的工作，一做就
是终生的、忘我的，而且是永远没有完美，永
远有遗憾的“职业”。

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在未婚的时候写
了“养育孩子的12个必备条件”，结了婚有了
第一个孩子后，他把题目改成“养育孩子的
12个建议”，等到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出生，他
就干脆什么也不写了。所以，养育孩子没有
必须遵守的规则，而更为重要的是你和孩
子、孩子的父亲，还有孩子周围的关系是怎
样互动的。真正的家庭教育是由家庭中的成
年人开始的，“教育孩子须先教育父母”。

父母之间的和谐一致，是家庭教育中最
重要的因素。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儿童夏令
营，在和孩子的互动中我们曾经对孩子们做
了一个调查，发现30个孩子中有25个孩子说

“在家中最讨厌父母的一件事是他们吵架”。
父母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不能做良好的沟
通，孩子也很难学到真正的沟通技巧。

一个新生命在一个家庭的降临，无论是
否做好充分的准备，都是一件大事。因为它
意味着家庭结构的变化，需要夫妻生活作出
调整来适应孩子成长的需要。这时，那些拥
有成熟人格和平衡婚姻关系的夫妻，更容易
做好调整；反之，很多婚姻会发生问题，直接
影响孩子早期的成长教育。其实孩子是我们
成人的领路人，没有什么比教育孩子更能显
示出成人内在的匮乏。意识到我们作为父母
的无能和匮乏，我们就开始了和孩子一起成
长的旅程。自我觉察、读书、上课、向他人学
习，以开放的心态、坦率而诚实的态度，让自
己朝成熟和睿智的方向，做一个不可能完美
但却温暖平实的母亲。“你好，他才会好”，一
个母亲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给孩子示范一
个快乐健康的生命存在方式，这是具有自我
意识的母亲给孩子最好的爱。

如果说有什么建议，我还是说要把夫妻
关系放在家庭的第一位，切莫因为孩子忽略
夫妻关系。因为两个都爱孩子的人的力量合
作，才能让生活按照自己、对方和孩子喜欢
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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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
爱答

心里有爱，便
觉这个世界无欠缺。

一个关于爱的栏
目，所有与爱有关的
问题，都可以在这里
发问。

问

答

有一个群体

叫留守儿童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父

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用勤劳获取家庭
收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
献，但他们却被父母留在了农村家里，
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包括内地
城市，也有父母双双外出去繁华都市打
工的家庭。这些本应是父母掌上明珠的
儿童集中起来便成了一个特殊的群
体——— 留守儿童，并且人数还在不断扩
大。他们没有完整的亲情，得不到父母
的关爱，很多人形容他们是“野草一样
成长”。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
(2015)》6月18日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指
出，中国有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
见不到爸妈”，即使在春节也无法团聚。有
4 . 3%的留守儿童甚至一年连父母电话也
接不到一次，一年电话联系一到两次的有
855万，3个月通话一次的有1519万。

其实，留守儿童问题早已经引起了
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各级政府也一直在
做着努力，但从心理学上来讲，无论外界
做多么大的努力，如果孩子的父母意识不
到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弥补孩子缺失的
爱，孩子们心理的创伤都将难以愈合。

留守儿童

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早在2010年，作为家庭教育和青少

年心理健康的研究者，我们就曾利用暑
假时间，带领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
作专业的学生，深入安丘西部一中心小
学对留守儿童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和公
益服务。当时，见到那些衣衫不整、身体
有些脏兮兮的留守儿童，他们眼睛里流
露出的胆怯、畏惧、好奇和欣喜的复杂
眼神，曾深深戳疼了我们师生的心。

10岁的小凯和外婆生活在一起，父母
到上海打工。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
父母一面。外婆说小凯越来越难管，平时
还经常和同学打架，脾气很暴躁。

“想爸妈吗?”
“不想!他老是吵我!”孩子不假思索

地回答我们。每次和爸爸通电话，他最
深刻的印象，就是爸爸老是“吵”，让他
听话，好好学习。这个答案，既让人惊讶
也让人心疼。极少和父母见面，父爱和
母爱在孩子的心中，已经渐行渐远。

11岁的小兰总是习惯性地倚在窗
口张望，期盼着哪天能突然望见远在广
东的父母回家的身影。她学习很刻苦，
总是考年级第一。她从小就跟着爷爷奶
奶一起生活，性格内向的她平时很喜欢
折千纸鹤，说是要送给爸爸妈妈，接到
父母的电话，是她最开心的事情。

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他
们主要在爷爷奶奶或者亲戚的监护下
生活，孩子承受着由于和父母长期分离
带来的心理发展需要的匮乏。留守儿童
不定期地与父母分离，家庭环境的不稳
定让他们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同时，
因为缺乏父母双方的关爱和支持，他们
更容易产生孤独、抑郁等感受。

此外，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
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
在思想认识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
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心
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
心理发展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走上
违法犯罪的道路。

据全国妇联对12省市农村留守儿童
状况调查显示，部分留守儿童因父母不在
身边，经常受到同学、邻居的欺负，一些地
方还出现了强奸留守女童的恶性案件，留
守儿童的安全问题也令人担忧。

关爱留守儿童

让悲剧不再重演
毕节留守儿童自杀后，作家陈岚在

独家报道中说：“中国有6100万的留守
儿童啊！有1400万的随迁儿童，依附在
城市边缘，挣扎求学。他们不是死于贫
困，他们的食物不止于玉米面、腊肉，还
有满缸的米和一栋价值20万的房子，他
们也有低保。悲剧只与宿命一样的被抛
弃，被撕裂于家庭之外，被囚禁于爱的
绝望中有关。”

我们愿意相信，很多父母把孩子留
在家中外出打工是做了慎重的考虑，他
们意识不到孩子缺失父母之爱带来的
严重问题。悲剧的发生我们无意于责怪
父母，但却可以以此为鉴，采取一些行
动和努力，把对孩子产生的不良影响降
到最低。

1 .孩子三岁前母亲尽量不要外出
打工。婴儿时期，是孩子安全感建立的
重要时期。母亲的接纳、喜欢、拥抱、躯
体抚慰和精神关照，将促进孩子与母亲
形成信任、安全、温暖的关系，这样的依
恋关系能让孩子变得健康、活泼、开朗、
自信和自尊。如果一定要外出打工，请
把妈妈留给孩子！

2 .定期和孩子进行沟通交流。孩子
的成长需要父母爱的滋养，稳定的、持
续的、经常性的交流至关重要。家长可
以通过打电话、写信、上网聊天等方式
定期和孩子沟通，及时了解孩子的情
况。也可以多给孩子讲一些自己身边发
生的事情，让孩子有和父母在一起的感
觉。《白皮书》指出，如果父母每3个月与
孩子见面一次，孩子的“烦乱度”会陡然
提升，而只要保证每周1到2次的联系，
孩子的“烦乱度”就会明显下降。

3 .多关注孩子的内心感受。据统

计，很多父母也会经常打电话或者写信
给孩子进行沟通，但是谈论最多的是学
习，占71 . 9%，询问生活情况的占12 . 3%，
谈及为人处世道理的占7 . 2%。也有调查
研究发现，50%的留守孩子遇到烦心事
会闷在心里，不会对别人讲。所以，父母
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更要关
注他们的内心感受和想法，比如：你最
近过得开心吗？有什么烦恼没有？多问
问孩子遇到的一些困难，听听孩子怎么
讲。请您一定要注意，父母不在孩子身
边的时候，任何小事情都可能会是压倒
孩子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4 .营造和谐的家庭关系。家庭关系
的和谐、亲密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样是
必不可少的。由于父亲施行家庭暴力、
父母不和导致母亲最终离家出走，也是
导致毕节孩子走上绝路的原因之一。

5 .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来自父
母、教师和同伴等的支持，而且广大父母
和教师，在提供支持的同时，还需要帮助
留守儿童学会如何有效地运用社会支持
来抵御各种不利因素，充分发挥父母和教
师的支持作用，这对于那些同时处于多种
不利条件下的孩子尤其重要。

6 .学校可经常开展师生、学生之间的
交流活动，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多
引导学生参加体育比赛，多组织像音乐
会、歌会、读书交流等室外的活动，让学生
在活动中释放身心，增进了解，减少恐惧
心理，特别是对性格内向不合群有焦虑心
理的学生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我是那个小孩该多好
可以在你怀里淘气地撒娇
在你关爱的话语中满街地乱跑
好想听听你久违的声音
宝宝别摔倒

如果我是那个小孩该多好
可以缠你拿着玩具逗我笑
在你慈爱的目光中投入你怀抱
这种感觉我一辈子找不到
风不停地吹
雨不停地下
我的妈妈究竟在哪里
梦里时常把你牵挂

风不停地吹
雨不停地下
孤独伴我走过春夏
眼角的泪水无人来擦

这首留守儿童之歌听来总是让人
无比心酸，留守儿童不仅是一群缺少父
母照看的人，他们也是这个时代的孤
儿，他们的成长与中国的未来息息相
关。唯愿父母能够觉醒，社会和家庭形
成爱之合力，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
天，让毕节留守儿童的悲剧不再重演！

残残缺缺的的亲亲情情下下
如如何何呵呵护护留留守守儿儿童童脆脆弱弱的的心心灵灵

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4名儿童服食农药自杀，震惊全国。6月12日，警方披露了自
杀者中最大的孩子张启刚留下的遗书的部分内容，大致意思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
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一时间，这一事件受到
社会各界关注。据当地官方通报，在父母先后离家外出打工后，四个孩子性情发生变化，不愿与外界接
触，不去上学，经常闭门不出，甚至亲属也叫不开门，最终服食农药死亡。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未来，童年的生命应该像朝阳一样绚烂，像鲜花一样美丽，
可是，为什么自杀的悲剧会落到孩子们的头上呢？这确实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全社
会来关心和想办法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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