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刘翔霄、王学涛

　　“在我记忆里，妈妈就是中年妇女的样子，
所以我总忘记，妈妈也曾是个花季少女”“妈妈
不仅是我的妈妈，也是她自己”“妈，希望您永远
不要被母亲这个标签所累，尽情地享受作为一
个女性的爱与美，最好分点盈余来扮演我的母
亲”……近期《你好，李焕英》热映，这部笑中带
泪的电影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对母亲这一角
色的重新定位和认识，促使人们去更好地思考
和处理与母亲的关系。
　　“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记者走近社会学
学者、心理学专业人士，以及两位已为人母的女
性，再话“母亲”及相关话题。

  影片不仅隐含一个女儿对妈妈
的爱，更是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
“看见”

　　记者：《你好，李焕英》刻画的母亲角色、母
女之情引起了广泛共鸣和共情，影片有着怎样
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田峰：从心理学角度看，母女关系是人类最
复杂的关系之一，与母亲的关系对一个人一生
都有相当大的心理影响。
　　《你好，李焕英》中有一个场景，就是女儿穿
越到了 1981 年，这个剧情逆转就是影片中的
女儿贾晓玲的一种内心折射。我们知道，她的母
亲在 40 多岁时遭遇车祸意外身亡，当时，贾晓
玲也是刚进入青年期，对她来说，生死原本应该
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但她却要面临残酷的现实，
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之后，她幻想自己有能
力可以逆转母亲的这个结局。
　　母亲性格、人格的稳定性，她看待事物乐观
积极的态度，都会使孩子耳濡目染，遇到问题积
极去解决，而不是投入到悲伤或抱怨当中。可以
发现，影片中的母亲也是一个意志比较坚定的
女性，因为她有一句台词，说她是一个“打排球
的小榔头”。这种性格特点在她的女儿贾晓玲身
上也有充分体现。
　　人生的美好其实都在过程当中，过程的美
好才是人生真正值得去追忆、去珍惜的。这部影
片有不少过程的展现，体现人和人之间美好的
互动，因而能引起广泛共鸣。
　　王晓晨：我们的社会处于高速发展期，无论
父母，还是孩子，大家对对方要求都很高，但要
求归要求，能力归能力，大家都做不到。社会竞
争激烈，尤其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成龙成凤，
但哪能都成龙成凤？这样下来，就制造了很多矛
盾，不切实际，很多矛盾都是这么来的。
　　自然界有个规律，长得太快的树，木质几乎
都不好；长得慢的，木质才好。社会也一样，家庭
也一样，人也一样。成长是个很自然的缓慢过
程，从实际出发，实实在在，不应要求太高，不能
要求速成，否则总有一天要露馅的。
　　影片促使大家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让大
家脚踏实地，思考什么问题最重要。生命最重
要，处理好家庭关系很重要，这种反思有它的积
极意义。

  不仅仅是母亲，父亲对孩子的影
响同样至关重要，我们称之为“亲子
关系”

　　记者：理想的亲子关系如何构建？
　　王晓晨：良好的亲子关系没有一个统一的
标准，它是一个区间。我们社会上，大量的家庭
还是符合正态分布的原理，多数都是这个样子。
有处理得好的，有特殊原因和条件。比如，家庭

的文化传承、成长的经历、个体知识结构、对社
会的观察思考等。
　　亲子关系包括两方面，既包括母亲又包括
子女。它是双方的，单靠一方处理不成。你有刺
激，对方得有反应，或者说对方刺激，你得有反
应，这个刺激和反应得恰到好处。真正处理好两
者的关系，需要两者都很优秀。有很好的刺激，
也有很好的反应，就跟舞台上唱戏一样，配合得
非常好，但这是很难的。
　　社会生活里面，大多都处于中间这一段。大
家都想往好的方向走一走，没有别的办法，那只
有学习，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伦理学、心
理学等，学之后还要真正领悟、真正用到。
　　谈到亲子关系构建，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原点，在那个原点上各有各的位移。有的
有进步，有的没有；有的进步多点，有的进步少
点；有的快点，有的慢点，不是一条直直的线。
　　亲子关系很重要，但一个人成长的环境、经
历、自己所学的知识、悟性、反应等都在起综合
作用。每个人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差异也非常大，
不光是受母亲的影响。
　　田峰：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协商说话，如果
是通过以上因素构建的亲子关系，这样的亲子
关系是最理想的一种亲子关系。
　　处理亲子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取决
于母亲的性格特征、孩子的性格特征，以及各自
的价值取向，是一个长期且很有挑战性的话题，
需要终身去学习实践。
　　不光是母亲，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同样至关
重要，我们称之为“亲子关系”。很多时候，人们
出现的一些心理、情绪问题都根源于家庭当中
的人际关系。
　　急于把理想中的妈妈的特质在有限的时间
里统统表达出来，只会适得其反。

  母亲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尤其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
陪伴

　　记者：母亲在亲子关系中的分量有多大？
　　田峰：母亲对一个孩子成长过程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孩子成
长过程中的陪伴。包括对孩子出现的任何问题
的聆听、关爱和支持，都需要花一些时间，在相
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去沟通。
　　一个快乐的母亲，如果这种快乐是正性的，
是对社会发展有促进意义的，那么它时时刻刻
会影响到孩子。当孩子遇到一些难题挫折的时
候，他也会以母亲的快乐、母亲的行为模式作为
一个基础、榜样来参照，来应对。
　　其实，我们的孩子同样也希望带给母亲一
种愉悦和快乐。在快乐的前提下，许多事情都是
母女双方、母子双方可以坐下来协商讨论的。

　　反之，如果一个母亲对社会有诸多适应
不良，存在很多抱怨，那么无意当中她的言语
行为和处理事情的方式，对孩子就会造成一
些不良影响，甚至影响到家庭氛围。尤其是在
孩子零到三岁的时候，如果这个母亲还有一
些暴力冲动，或者是情绪控制困难，那么对孩
子的心理发育成长，尤其是大脑的成长、成熟
都是不良的刺激，会形成巨大的挑战。
　　如果一个母亲安全感满满，她同样会将
这一人格基础传递给孩子，孩子也会成为一
个对社会充满希望的人。焦虑的母亲会带来
焦虑的教养环境，孩子大脑的成熟度、大脑发
育也会受到影响。试想，这个孩子需要内心多
么强大，才可以在后来的人生中减轻一个焦
虑母亲的影响。
　　当然，随着孩子长大，除了跟母亲在一起
的时间，还有与社会各种人员的互动。为了减
缓焦虑，往往孩子也会有他自身的一个调节
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一个看法。
　　一个具有自我情绪管理能力的人，能够
冷静处理生活中出现的危机。人在成长过程
中，往往需要一个相对具有这种功能的一个
人的陪伴，如果这个人是母亲的话，则非常有
利于孩子的成长。

  如果妈妈自己都不努力、不上
进，会造成孩子对待学习也不是很
上心

　　记者：女性到了某个阶段，既是孩子母
亲，又想在工作上有些作为，面临诸多挑战和
困惑，有哪些解决办法？
　　阴阿丽：确实会比较累，但也乐在其中。
在孩子的成长期没有缺席，是很宝贵的人生
体验。
　　我独自经营着一家门店，每天中午一般
不在店，要回家给女儿做顿饭，和她聊聊在学
校的一些情况，相互说说笑话之类。我的顾客
多是回头客，多年下来，熟知我的工作时间，
也都表示能理解。我没有想过做全职妈妈，因
为我想给女儿做个表率，从我身上让她看到
真正的社会，看到妈妈的勤奋和不容易。
　　郑晓舟：每个阶段的处理方法都不一样。
孩子小的时候，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孩子身
上，参与他们学校的活动，我甚至还当过家校
互动组织的会长，组织过很多活动。那个阶段，
大概 60% 精力在孩子身上，30% 在工作上。
　　其实这个过程也并非没有收获。我后来
写了一些书，是关于孩子教育的，就是自己与
孩子有一些交流、体会，把自己有些想法和感
受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出来，分享给其他家长。
这也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母亲需

要陪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觉得
可以多一点时间在工作上。尤其像过去几年，
我搬家到美国，我就在思考：如果每天我不工
作，就在家，搞卫生，服务两个孩子，可能我的
生活也是满满当当。但这是不是我要的人生？
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不会感到很快乐？我做了
一些思考，如果是这样的生活，我可能不会很
快乐。
　　每个人都需要一些自我实现，我在美国
也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成为一名理财顾
问、理财规划师，跟我以前的经验和工作是
一脉相承的。但其实还是会遇到困惑，比如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校停课，两个孩子都
在家学习，一日三餐等需要照料，我的生活
和工作出现边界模糊，其实挑战蛮大的。一
开始，我也觉得进入一种瓶颈，不知该怎么
办。实际上，这个问题也能很快解决。有时
候，人不要被眼前的困难给打倒，要思考解
决问题的方法。
　　我自己是在线上工作，同时孩子也在家
学习，于是我设定了一个时间划分。几点到几
点是我的工作时间，中间会留出一个小时或
一个半小时，来帮他们准备午餐和吃午餐，余
下的时间基本属于做家务，跟孩子一起。我反
而能够获得一种自由：在工作的时间，我会聚
焦在工作；如果有额外的工作，我会早起，把
这些工作做完；周末一般不会工作，要么带两
个孩子出去走走，要么收拾家，让家里干净一
点，或者帮孩子、先生准备一顿比较丰盛的周
末餐。这样一来，自己反而得到了释放，工作
的时候更加关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更能聚
焦他们，而不是和他们一起的时候想着工作，
工作的时候又想着给他们做很多事情。
　　我很庆幸保持了选择的能力。有个阶段
我选择退出工作，主要心力放在孩子身上，在
这期间我还写书。写书不会带来多大的经济
效益，但在孩子面前、孩子的同学面前，树立
了一个很好的形象。这会增加孩子的自信：我
妈妈是很了不起的！这是很大的自信。
　　我有一个观点：激励孩子不如先激励自
己。如果连自己都激励不了的话，那你还能去
激励孩子吗？如果自己都做不好的话，孩子做
好更难，你也没法要求孩子去做好。如果妈妈
自己不努力、不上进，对工作不是很在意，会
造成孩子对学习也不是很上心，多数情况都
是如此。
　　到美国后，有一天儿子从学校回来跟我
讲：“妈妈，你赶紧退出，你其实应该找一份华
文报纸去就职，这样对你更容易。”因为他看
我一开始要学习很多内容，要看很厚的资料。
我说：“为什么？”他说，有一个理财顾问去他
们学校做讲座，而他很关心妈妈正在从事的
职业，问及情况，这个人告诉他：97% 的新入

行理财顾问第一年就退出了，三年后 99% 的
新入行人员就退出了。这时，我跟儿子说：“妈
妈就做那个 1% 给你看看，咱们一起努力。”
去年，我在美国最大的一家金融机构新人业
绩榜上，全国排名第三、西区排名第一。我跟
儿子说：“你看，现在我至少做到 3% 了。”你
的努力，孩子总是看得到的。这时候，你去教
育、甚至说教也好，会更有说服力。
　　社会给中年妇女的挑战会特别多。每个
人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需要一颗强大的心，
需要思考，跳出自己遇到的困难来想如何解
决困难，而不是被困难情绪卷进去：哦，这么
大的困难！我太痛苦了，我没法解决这个困
难。一定要跳出这个漩涡，站在更高的纬度来
看，现在遇到的困难怎么解决。
　　没有尽善尽美的亲子关系，只有终其一
生的用心“经营”。

  母亲需要学习一些社会心理
知识，了解各年龄阶段、不同性别
孩子的心理常识

　　记者：处理亲子关系是一门学问，作为母
亲需要学习掌握哪些方法？
　　田峰：需要学习掌握和运用一些社会心
理知识，了解一些关于各年龄阶段、不同性别
孩子的心理常识。
　　实际上，孩子的处境同样不轻松，也面临
社会对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对每一个人来说，
心理的、情绪的稳定体现在能够促成自身下
一步的成长、适应，包括对自己的定位，都需
要有一个科学的方法来指导，还要依赖自身
的知识结构和体系。
　　生活中有很多时刻，比如疫情，比如突如
其来的变故，都是反省自己与周围亲人关系
的一个最佳时刻。
　　阴阿丽：孩子在学校和在家的表现并不
完全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我的
观念是：母亲不能人为制造单纯的社会环境
给孩子，那会对孩子的成长形成一定的误导。
每天都应该留出一点时间，让孩子知道最近
的社会新闻，久而久之，有助于增强孩子的自
我保护意识。
　　有一次，我和女儿路过一家迪厅，我对她
说：进去看看，可她说什么也不进去。其实，不
用怕孩子会怎样怎样，知道一些所以然就不
好奇了，遮遮掩掩才可怕。
　　郑晓舟：我的确看过不少教育方面的书，
包括儿童心理学等，我还积极带着孩子共同
参与一些活动，因此跟孩子之间形成了相对
平等的一个视角和交流。
　　在国内时，儿子四五年级时学校组了一
个队，是一些妈妈带着孩子到青海湖骑行，我
和儿子也挑战成功！当时别说儿子了，连我自
己也觉得很厉害，这是很难得的一次亲子
体验。
　　很多运动，如果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做，效
果是不一样的。孩子不愿意做的事情，你试试
看自己能不能做。你如果能做，孩子会有更大
的动力做，而且有助于家长站在孩子的角度思
考一些问题。如果你自己也不乐意去做，那孩
子怎么会有动力去做呢？这是当下很多妈妈应
该思考的问题。很多母亲自己不看书，却要求
孩子看书；自己不学习，却要求孩子学习；自己
不练钢琴整天追剧，却要求孩子练钢琴。
　　我尽量带孩子接触大自然，做一些运动，
然后要有同龄群体的社会交往。以前在上海，
几个孩子家长也是一起组团，孩子的团队活
动很重要，对小朋友也有正面的帮助。

“看见”母亲 妇女节再话女性与“亲子关系”

　　王晓晨（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政策学教授）

　　田峰（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精神卫生

科主任、主任医师）

　　郑晓舟（曾经的财经记者，美国一家金融

机构理财顾问、理财规划师，两个孩子的母

亲，《和孩子勇敢谈钱》的作者）

　　阴阿丽（太原市独自经营门店的发型师，

兼顾带娃与工作）

■对话嘉宾

这支女子篮球队，平均年龄 60 岁 
  长沙有一支湖南“飞跃”女子篮球队，球队成立于 2011 年，5 名“元老”因为对篮球的热爱走
到了一起，组建成队，后来逐渐发展壮大。现在，球队共有 18 名队员，平均年龄 60 岁，最年长的
65 岁。她们大部分具有运动基础，学生时代练习过包括篮球在内的不同体育项目，有的成为专业
运动员，有的工作后一直坚持体育运动。
  因为长期打篮球锻炼，女篮队员们反应敏捷，体力充沛，保持着阳光、积极、向上的心态。篮球
场下，她们也时常聚会，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有人说，60 岁怎么打得动？可是看看这群姐姐们，还不是满场‘飞’！”队长肖静说。
  下图：湖南“飞跃”女子篮球队部分队员合影。
  右图：队员胡星艳（左二）在训练中上篮（3 月 6 日摄）。    新华社记者薛宇舸摄

　　母爱是世间最令人眷恋的情感之一，它
包含爱、包容与理解。但正如一位女作家所
说，“当两代的关系，没有一个开放平等的意
识，爱就会化为勒索，变成爱的暴力、亲情的
暴力。”她对母亲说：“我可以，我应该，把你当
一个女朋友看待？”
　　岂止对待母亲，处理亲子关系时，如果我
们也能保持平等客观的视角，不良情绪和矛
盾会减少许多，也就不难看见彼此的成长。
　　作为母亲，我们不希望孩子墨守成规，希
望他将来能有一些创造性，能去做一些有意义

的事情，能去挑战自我。那么我们处理亲子
关系时，也要不厌其烦地提醒自己：那是另
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适当的时候，应给予
彼此充分的独立空间。
　　作为母亲，首先应有意识地建立自身
比较科学的知识结构，包括处理事情的一
些方法。
　　如果你是一位母亲，如果你对现状不满
意，也不妨做一个变化，思考怎样的变化是
适合你的，勇敢地去面对变化。变化很可能
给你带来一个惊喜，至少是一个新的尝试。
　　这种勇气没有别人能给，只有自己给
自己。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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