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记得很小的时候， 我的女儿一
直很乖巧懂事。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大约过了十一二岁以后， 女儿的自主
意识越来越强， 很多事情她都喜欢跟
我和她爸爸对着干， 比如， 我喜欢整
洁的环境， 所以工作之余， 回到家里，
就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但是每
次进女儿的房间就头疼， 各类书籍随
意乱放， 衣服、 袜子啥的都是到处乱
放 ， 我跟女儿诉说我的不满 ， 没用 ！
兴趣班也是， 她不想学的， 我就不再

给她报了 ， 即使是她想学的兴趣班 。
后来老师向我反馈： 她老是在课堂上
跟老师顶嘴， 质疑老师。 我小心翼翼
跟老师说抱歉， 回到家里气得我简直
想打她， 但我还是压住了火气， 决定
要跟孩子好好谈一谈。

说实话， 对于青春期叛逆的孩子，
父母是很揪心焦虑的， 有的时候真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我就回忆自己
小的时候———我老家在外地的农村 ，
小的时候家里地多， 父亲在外面打工

挣钱， 母亲在家里， 种着几亩地， 伺
候着年迈的爷爷奶奶， 还养着猪， 养
着鸡 ， 还得养活两个孩子 。 说实话 ，
父母管我们的时候很少， 我们放学回
来， 完成作业， 偶尔还帮母亲干干家
务。 我个性要强， 却从来没有这么叛
逆的时候， 我想最大的原因是母亲一
直很尊重我， 从来不会用大人的权威
强迫我去做不乐意的事， 遇到分歧也
就是讲道理， 她对我们的生活教育甚
至更多： 为人要正直， 要感恩， 要有

追求， 要独立……后来我和妹妹都考
上了不错的大学， 有了不错的前景。

所以我在想： 青春期的孩子开始
有自己的想法了， 他们会试着表达自
己， 这可能未必都符合父母的心意，但
也有正向的一面，至少他们在证明自己
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要多给孩子一些
宽容， 在不违反法律、 学校纪律的情
况下， 适当给孩子一些自主选择的空
间， 当然人生道理也要讲， 至于结果，
适当顺其自然， 我想可能会更好一些。

讲述人简介：
刘女士 企业高管 女儿15岁 多点宽容 适当给孩子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

在很多人眼中，逆反、冲动、不听话
……这些反常表现都是青春期的代名
词，不少家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紧绷神
经，如临大敌。实际上，如果我们能更了
解这个阶段孩子的特点，再有针对性地
调整家庭教养方式，孩子完全可以在家
庭力量的支持下平稳度过青春期。

“青春期的孩子身体发育很快，体
内激素水平不平衡，这会对他们的情绪
产生影响，让他们变得更敏感、更易冲
动。 但是研究表明，对于拥有良好家庭
关系的孩子，激素变化带来的情绪和行
为影响是有限的。 ”果静雅解释，如果父

母与孩子拥有良好的关系，孩子会愿意
将自己的事情讲给父母听，和父母进行
更多的沟通， 使父母可以持续地了解，
并监督孩子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表现。这
样有助于孩子对青春期的良好适应，有
效预防违法犯罪，提高学业成绩，促进
心理健康发展。

除了生理变化及其引发的情绪变
化以外，青春期孩子对父母的认知也在
发生变化。 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
验，获得更多来自同伴的支持，可以从
丰富的网络资源中获取信息，因而不再
盲从父母的“教导”。如果父母仍用强制

的方式来获得孩子的认同，就容易激发
孩子的逆反情绪， 即使父母说的是对
的，孩子也会故意反驳。所以，面对青春
期的孩子，要正视他的变化，并与他们
进行主动而平等的交流和沟通。

果静雅建议，父母要进行积极有效
的调整，共同营造温暖而接纳的家庭氛
围，时常对孩子表达关爱。 要给孩子表
达的自由，允许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和
观点，并认真倾听；对孩子的情绪、想法
和自我意识表示理解， 不要忽视和否
定。在很多时候，父母千言万语的说教，
抵不过一句“妈妈（爸爸）理解你”，加上

一个温暖的拥抱。 当孩子觉得父母理
解、关爱自己时，也会更加愿意听从父
母的意见和指导。

当孩子需要父母的建议，或者父母
想要对孩子进行引导时，父母可以和孩
子一同讨论事情的多个层面，寻找解决
问题的多种途径，发现每一种途径指向
的结果。父母要让孩子在开放式探讨的
过程中学习做适宜的决定，体验到自己
做决定的掌控感，并学习如何负责任地
思考和解决问题。在父母的尊重与认可
中， 相信孩子能平稳地度过青春期，成
长为健康向上独立自主的有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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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小时候一直都很乖， 但是孩子上初中之后一切似乎都变了， 开始学会
讲粗话， 迷上网， 还早恋……许多坏习惯都学会了， 怎么说他教他都没有用，
以前那么乖的一个孩子， 现在脾气大得很，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逃课早退， 成
绩一落千丈……面对孩子青春期的叛逆， 不少家长都很头疼。 那么， 成功陪孩
子度过青春叛逆期的家长是怎么做的呢？ 专家又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孩子如何平稳度过

儿子现在上中学了，马上就要考大
学了，对于孩子学习成长，我一直都没
怎么操过心。我自以为跟孩子相处的方
式还是很融洽的，偶尔还能带着孩子一
起打个篮球。我以为孩子已平稳地度过
了叛逆期，谁知该来的早晚会来。

最近这半年，我跟孩子的关系突然
紧张了起来。 之前还能聊到一起，现在
简直连话都没得说了，很平常的一些话

题， 就能让我们父子俩聊得跟仇人一
样，越来越没话。尤其最近，我无意间发
现儿子竟然有了女朋友。

那是一次下午放学， 我正好下班，
路过他们学校准备接上他。结果就看见
他跟一个女孩子有说有笑的出来……
回家的路上，我们俩一句话都没说。 之
后好几天都是这样。 回到家之后，我跟
他妈聊了聊最近儿子的表现，他妈也很

着急。虽然平时大家对青春叛逆期都有
所了解，但是真遇上的时候，还真是有
点不知所措。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看了
很多的书，包括网上的视频，以及加了
很多家长交流群。我了解到他这个阶段
的孩子，成人感与幼稚感的矛盾表现在
孩子的行为活动、思维认识、社会交往
等多方面。 心理上，孩子还渴望别人把
他看作大人，尊重他、理解他。但由于年

龄不足，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及知识的
局限性，在思想和行为上往往盲目性较
大，易做傻事、蠢事，带有明显的小孩子
气、幼稚性。 我们后来觉得还要从最开
始认同孩子，尊重孩子开始，真诚的跟
孩子聊、做朋友，现在关系慢慢缓和了。
所以这次也让我反思，做父母的一定不
要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及时掌握孩子
的心理，才能更好地跟孩子相处。

讲述人简介：
王先生 创业者 儿子17岁 认同尊重孩子 不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

孩子处在叛逆期，其实没什么可怕
的，我觉得只要家长处理得当，孩子们
都会平稳度过这个关键时期的。我的做
法就是坚持多去认可孩子，聆听她的心
声，站在孩子角度去考虑问题，和她一
起探讨成长期间所面对的难题。

女儿今年16岁，现在基本上可以独
立处理自己的学习生活， 比较有主见，
也不太让我费心，但是当她遇到想不通
的问题时，会第一时间和我沟通，听取
我的意见，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 而能

够让她把我当成朋友一样， 信任我、喜
欢和我沟通，我觉得这和我在她刚刚进
入叛逆期时，我及时转变了自己的教养
角色有很大关系。

女儿是升入中学前后叛逆期比较
明显，表现就是不爱和我们沟通，有些
事情我们交待她，她不喜欢听但也不反
对，总是冷处理，就是根本不理你。 其
实，刚开始我也是比较苦恼。直到一次，
我带女儿去我的同学家做客，没想到女
儿和我同学竟然聊得不胜欢喜。而在她

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坐在旁边，却根本
就没有机会插话。 最后，女儿对同学竟
然说了一句 ： “你才是我理想中的妈
妈！ ”当时，女儿的话不仅让我很吃醋，
更是深深地刺痛了我。

回家后，我反复想着女儿和同学聊
天的场面，为什么那么开心、那么放松？
那一刻，我突然顿悟，虽然我很爱她，但
我总是以一个教育者的角度告诉她“该
如何如何或者要如何如何……”而从来
没有认真倾听过她的想法，更是没有把

她当做朋友一样平等地去沟通。
后来， 我试着一点点改变方式，尝

试着和她沟通，效果越来越好，孩子的
转变很大， 直到现在对我的完全信任。
所以， 我觉得叛逆意味着孩子长大了，
家长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养角色，应
该从起主导作用的教育者转变成陪伴
孩子成长的陪伴者。 陪伴，也意味着一
种平等的朋友关系， 要彼此信任和尊
重，而最不能做的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叛
逆采取高压政策，这样的效果好不了。

讲述人简介：
张女士 政府职员 女儿16岁 换位思考 及时转变教养角色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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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要积极调整角色，营造温暖接纳的家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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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叛逆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