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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re of family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children with healthy personality. With 

healthy pesonality, children could have correct self-consciousness, harmonius relationship and good 

mood controlling ability. Parents should take a pathway to educate their children with healthy 

personality from building democratic harmonious family, constructing communicatons ability and 

controlling mood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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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子女健全

的人格，人格健全者有正确的自我意识、和谐的人

际关系和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父母应从创建民主

和谐家庭、培养交往能力及情绪调控能力等入手培

养子女的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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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

础，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让子女学会做

人，即培养子女健全的人格。人格的成熟意

味着个体心理的成熟，人格的魅力展示着个

体心灵的完善。儿童处于人格塑造的关键时

期，所以父母要针对子女的身心发展特点因

材施教，帮助和引导子女塑造健康人格。 

2. 塑造子女健全人格的目标 

人格是各种心理特性的一个相对稳定

的组织机构，是个体的心理面貌，主要包括

能力、气质、性格、理想、人生观、兴趣、

自我意识等因素。人格是遗传与环境两种因

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遗传、生存及教

育环境，使得人格诸因素的特征和组合形式

因人而异，因而个体的人格具有独特性，即

平时所说的“百人百性”。由各种心理特征

构成的人格具有稳定性，如果在没有外部原

因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相对稳定性出现问

题，如一个内向的人变得外向，那么可能这

个人的心理活动出现了异常。人格影响个体

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古训，说明了健全人格对于个人、

家庭、社会的重要性。父母应了解健全人格

的表现，及时矫正子女出现的不健全人格。 

 

2.1 健全人格的表现 

2.1.1 正确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个体对其存在状态的认知，包括

对自己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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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角色等方面的认知。自我意识是社会化

的产物，是个体与他人、社会群体的相互作

用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具有正确的自我意识的个体自信心强，

能客观评价自己、悦纳自我，有正确的人生

观与价值观，对自己有合理客观的期望，对

生活、学习、工作持乐观积极的态度，能够

有效地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善

于利用每个成长机会改进自己、完善自己。

缺乏正确自我意识的人常常表现出自我冲

突, 有时会放大自己的缺陷，不珍惜生活。 

 

2.1.2 和谐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在沟通与交往中建

立起来的直接的心理上的联系。人际关系既

是人格健全水平的反映，同时又影响和制约

着健全人格的形成发展。人格健全的人能够

和社会保持良好、密切的接触，客观分析、

评价社会现象和问题，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

感和道德原则，乐于为人所接纳和尊重，能

与他人建立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分享、

给予和接受爱与友谊，有较多的知心朋友。 

 

2.1.3 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 

情绪是个体对客观事物主观的有意识

的体验，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

种心理活动，具有适应功能、动机功能、组

织功能和信号功能。表情是情绪变化的的外

部表现模式，包括面部表情、身段表情（又

称肢体语言）和言语表情。积极和良好的情

绪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是人格成熟的标

志。人格健全的个体情绪反应适度，具有调

节和控制情绪的能力，能够经常保持愉快、

满意、开朗的心境，并富有幽默感，能够恰

如其分地表达自我情绪。当消极情绪出现

时，能合情合理地渲泄、排解、转移和升华。

能够直面生活、学习、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

挫折，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解决问题，努

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2.2  不健全人格的表现 

现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社会文化、价

值观念趋向多元化，生活、学习、工作等方

面的压力不断增加，这些对构建健全的人格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2.1 人格缺陷 

人格缺陷是人格的某些特征相对于正常

而言的一种边缘状态或亚健康状态，是人格

发展的不良倾向，如自卑、抑郁、怯懦、孤

僻、冷漠、悲观、敏感、焦虑。“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人格缺陷在正常人身上都有体

现，可以通过主体努力、外界影响得以矫正。 

 

2.2.2 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是在没有认知障碍或智力障

碍的情况下，个体出现的情绪反应、动机和

行为活动的异常，是一种病态。人格障碍者

的人格特征明显偏离正常，心理与行为模式

偏离社会文化背景，明显影响个体的社会功

能和职业功能。人格障碍的治疗是困难的，

应从童年期开始预防。 

 

3. 父母塑造子女人格过程中的失误 

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

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迫性，“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为子女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

力、财力。由于父母缺乏必要的教育学、心

理学等方面知识，家庭教育还存在着一些误

区，教育目标不明确，影响了子女健康人格

的培养。 

 

3.1 教育内容方面，重智轻德 

一些父母只重视子女的智育培养，把分

数当成智力发展水平的唯一尺度，热衷于请

家教、上辅导班，轻视子女的生活能力、道

德品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子女成绩不佳

时不能从非智力因素方面分析原因。 

一些父母不能很好地根据子女的身心

发展特点、兴趣选择音乐、舞蹈、绘画等方

面的才艺训练，只注重技术技巧的训练，忽

视情感、素质的培养，追求考级、参赛、获

奖等功利性目的，父母较高的期望值给子女

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负担。 

 

3.2 教育方式方面，表现为溺爱、放纵或专

制等极端方式 

溺爱主要表现为父辈、祖辈无原则地提

供、满足子女物质方面的要求，包办代替子

女力所能及的事，袒护子女的过错。放纵型

父母缺乏责任感、爱心，不关心子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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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学习、情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专制型的父母认为对子女的教育就要严厉，

因而不尊重子女的独立人格，要求子女绝对

服从家长的意志，采取训斥、辱骂、惩罚甚

至体罚等强制手段干涉和控制子女的行为。 

 

4. 塑造子女健全人格的路径探析 

家庭教育涉及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

等多方面的知识，父母作为家庭教育中的主

导者和实施者，要自觉通过书刊、网络、交

流等各种形式学习把握最新的家庭教育知

识、理念，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

规律，提高家庭教育的科学性、针对性、实

效性，通过优化家庭环境，建立良好的亲子

关系，言传身教等多种措施，培养子女健全

的人格，为子女的社会化历程打下坚实的基

础。 

 

4.1 创设民主、和谐家庭环境 

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气氛、父母

文化素质及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等

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儿童人格的形成与

发展。 

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是否幸福美满的重

要标志，夫妻双方应相互尊重、相互支持，

通过文明言行建立和维护威信，为子女树立

积极的人格榜样。民主、 和谐的家庭氛围

能让子女体验到家庭的温暖和幸福，感受到

亲人的爱，形成活泼、快乐、自立、彬彬有

礼、善于交往等积极的人格品质。父母应坚

持“教育的一致性”原则，对子女的品德、

行为要求协调一致。如果父母观点、标准不

一，会相互抵消教育效果，甚至造成孩子思

想上的矛盾或无所适从，形成两面性格。父

母如果有分歧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争吵，要私

下沟通。 

父母要帮助子女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培养子女浓厚的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

惯，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不强行规定孩子

的学科兴趣、业余爱好。父母要以一颗平常

心对待子女的学习成绩，和子女一起学习，

建立学习型家庭。父母培养子女的非智力因

素，是提高子女学习成绩的有效路径。 

父母应采取民主型的教育方式，理解、

尊重子女的人格，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权和积

极正确地指导，通过奖励、惩罚等教育方法

指导孩子养成好的品行。父母有缺点，能够

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父母能够以民主、平

等、开放的姿态与子女沟通、谈心，能够通

过召开家庭会议等形式，与子女一起平等、

开放地讨论家庭事务，并共同分担家庭事

务。父母鼓励子女主动参加社会实践，在实

际行动中培养孩子的文明行为和交往能力。 

 

4.2 培养孩子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父母应关注子女的日常交往行为、交往

水平，适时适当地对其交往技能、技巧、态

度、行为等方面提供帮助和辅导，培养子女

自主参与各种社交活动的能力，开朗、合群、

自立的健康人格，让孩子学会与人和谐共

处、合作共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父母要与家庭成员、邻里、亲友、同事

之间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以身示范如何恰

到好处地待人接物。父母可以让子女主动接

待客人，代父母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招待工

作，如倒茶水、送糖果、搬椅子等。父母可

以在家中举办一些孩子们的聚会，让子女学

会做小主人，用自己的食物、玩具和用具招

待伙伴，体会分享的快乐。父母要扩大子女

的社会生活圈，鼓励、支持孩子多到社区和

儿童游乐场所参加合作游戏，积极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和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培养子女

的集体意识，乐于与人交往的习惯和品质。 

父母要营造文明向上的家庭文化、艺术

氛围，培养子女多方面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增强子女交往的自信心。父母要培养子女热

情、真诚、包容、文明、谦让等好品质，鼓

励子女广交朋友、善择益友，把友谊建立在

共同的志趣爱好、互相信任、互相促进的基

础上。父母要培养孩子的礼仪修养，使用礼

貌用语，懂得待人接物的礼节。要让子女学

会换位思考，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不打探

他人的隐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3 培养孩子的的情绪调控能力 

父母应关注、尊重、理解子女的情绪，

培养子女丰富自己的情绪体验，理解和尊重

别人的情绪，能够适度地表达、控制、调节

自己的情绪，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乐观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子女智力发展、

自我意识的形成和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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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学习、事业顺利发展的基础。成功人士

大多具有稳定的情绪和成熟的心态，能够做

到处变不惊。良好的情绪源于宽松的教养环

境，所以父母要为子女创造宽松的心理环

境、物质环境，充分满足子女的情感需求。

父母要积极进取，敢于向命运挑战，多向子

女表达积极情感，不要在子女面前流露太多

的负面情绪。 

由于学习、生活等方面的苦恼和压力，

子女产生适度的、情境性的消极情绪是正常

的。消极情绪持续时间过长，就会对子女的

身心健康、活动效率、认知发展和人格构建

等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父母要指导子女掌

握合理的调控、宣泄情绪的方式方法。 

合理地宣泄。可以向一个值得自己信赖

的人倾诉，痛快地哭一场，大声喊叫，写日

记，进行大运动量的体育活动等。但应注意

不要对他人、对自己造成伤害。 

转移。情绪不佳时可以看喜剧电影电

视、听音乐、看幽默笑话集等，条件允许，

旅游是一个很好的放松模式。 

积极的自我暗示。可以采用语言、行为

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心中默念“我行”、

“我能行”， 微笑、昂首挺胸，在公众场所

坐在前排惹人注目的地方。主动帮助别人，

完成力所能及的任务，产生更多积极情绪。 

 

5. 结束语 

总之，“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儿童的

早期经验对其人格形成与完善至关重要。子

女是家庭最大的财富，作为子女第一任老师

和终身老师的父母，应掌握并践行科学的家

庭教育理念，积极践行人格教育，多措并举，

培养子女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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