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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女孩的父親，我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女

孩最重要的品質是什麼？三位女性的三句話引起我們的思考：

第一位是一個叫馬諾的女孩。她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女孩，在參加著名

的電視徵婚節目《非誠勿擾》時，她很坦率地講出了讓全國人民印象深刻

的那句話：“我寧願坐在寶馬車裏哭，也不願坐在自行車上笑。”她現在成

為“拜金女”的代名詞。

作為女孩的父親，我們不願意讓女兒的幸福建立在物質主義之上，我

們希望女兒的幸福是由內而外的，是建立在獨立自信基礎之上的。馬諾讓

我們進一步加深了對“富養女”的懷疑。

第二位是電影名星范冰冰。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所說的一句話讓我們

印象深刻。當被問到是否想嫁入豪門時，她斬釘截鐵地回答：“我沒想過嫁

入豪門，我就是豪門。”我們非常認同這個觀點：一個女人的幸福是不應

該完全寄託於她的丈夫身上的。我們認為“王子灰姑娘”的故事對女孩的

成長是有害的，看這樣的童話故事看多了，女孩會“中毒”的，這會讓每

一個女孩都希望成為幸運的“灰姑娘”，把自己的希望和幸福寄託到“白馬

王子”身上。每個人的幸福首先是自求的，我們父母首先要培養的是女孩

獨立地獲得幸福的能力。

第三位是李紅。國際奧委會中國事務首席顧問，是首位進入國際奧委

會高級行政管理層的中國人。她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一個女人把婚姻

想像得特別完美，把老公當成自己的支柱，那她一定不幸福。”李紅說出

了我們心裏的話，我們認為：幸福的婚姻對女性的幸福當然至關重要，但

這種幸福應該建立在自我幸福的基礎之上的。

我們認為，女孩最重要的品質莫過於獨立性的發展。培養女孩，首先

要讓女孩有一種實現自我幸福的能力。

“富養女”容易導致“拜金女”

2016 年 5月 5日的央視《今日說法》報道了一個色情產業鏈被偵破

的案件，其中有許多年輕漂亮的女性，打着演員、模特等身份從事賣淫活

動，其中有一個名牌女大學畢業生李某某特別引人關注：

1992年出生的李某某家庭條件優越，父母都是生意人，從小她就

喜歡播音主持，在她上小學時就曾作為學校的小主持人。為培養她，父

母盡了不少心力。高中畢業後，她被一所非常知名的藝術院校錄取，專

修播音主持專業。她不僅人長得美，學習成績也出類拔萃，大學畢業後

還經常被母校請回去作為榜樣給新生做演講。

上大學時，她開始喜歡跟同學們攀比衣食住行：“我家條件也不

差，但是比起那些開跑車上學的同學，我覺得心裏不舒服，我也想像她

們一樣。”這是李某某接受審查時的“坦白”。

據李某某交代，起初，她在別人介紹下，只是陪陪有錢的老闆吃吃

飯，一晚也有幾千元的“小費”，後來開始“出台”，一夜收取嫖資一

萬。後經專業公司的包裝，她被打造成電影演員、專業主持人、名品代

言人。公司在網絡上為她做宣傳，然後拍照片，找網絡寫手，寫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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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此外，為讓自己有氣質，她還自費學習了商業禮儀、馬術、

打高爾夫、鑒定奢侈品，等等，她還通過整容，將自己整成與一名明星

相似。短短一兩年，李某某想開跑車的願望實現了。她的一個有錢的男

性客戶直接送她一輛寶馬 Z4跑車。不久，李某某開豪車、用奢侈品，

儼然成了一個“成功女性”，民警抓獲她時發現其賬戶內有五百萬存款。

近些年，“窮養男，富養女”的說法很流行，如果是精神層面的“富

養”，這當然是有益的；但如果是物質層面的“富養”，過度滿足女孩的物

質需求，這樣做的後果可能就是：極易導致女孩的物質主義取向，慾壑難

填，培養出真正的“拜金女”來。

“富養”不一定養出“拜金女”，但無疑提高了這種可能性。

現在，受這種“富養”說法影響的父母還不少：

2015年 4月 24日，山西太原，一 90後辣媽在某酒店自辦 T台秀

為二歲女兒慶生 1，慶生現場所展示的奢侈品童裝是年輕辣媽兩年來在美

國、香港、韓國等地為女兒購買的國際頂尖大牌，如香奈兒、迪奧、

LV、巴寶莉、阿瑪尼、普拉達等，其中一套貂皮大衣加上迪奧小皮包

的價格就超過了十萬元，僅購衣款前後花費就接近百萬元人民幣。

據這位 90後辣媽介紹說，舉辦這次 T台秀的原因是為了送給女兒

一個特別的生日禮物。整場秀也都是自己和孩子的爸爸親力親為操辦而

成，並未過分鋪張。

至於給孩子購買如此多奢侈品童裝的原因，年輕的辣媽說：“現在

1 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501/13678523_0.shtml#p=1.

家裏的條件不差，想讓女兒生活得更好一點。”

另外據報道：武漢一位女孩即將小學畢業時，媽媽送上一價值近兩萬

元的路易．威登（LV）手包作為女兒的畢業禮物。這位媽媽表示：“希望女

兒能從小見世面，將來氣質高雅。現在不也提倡富養女兒嗎？”

有許多父母認為：從來富貴多淑女，自古紈絝少偉男。我們認為：如

果是文化層次的“富養”，是良好的教育，但如果是物質層次的“富養”，

那麼極有可能富養出來一個物質主義、拜金主義的女孩。

讓人擔心的是，有“拜金女”馬諾這樣想法的女孩還不少。在一些女

大學生中正流傳着這樣一種說法：“考得好不如長得好，工作好不如嫁得

好”。許多有這種想法的女孩希望能憑自己的青春與外貌釣得“金龜婿”，

找一個有錢老公以解決“長期飯票”。她們認為：嫁一個有錢老公就等於購

買了一份終生保險，一勞永逸而無後顧之憂。

2014年，廣州市婦聯發佈的《廣州女大學生調研報告》顯示：32.7%

的女大學生認同讀大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升自己，嫁個好老公”。在

一個日益強調經濟獨立的今天，有如此高比例的女大學生把“嫁個好老公”

作為讀大學的目的，不得不令人深省。其實，把自己的前途與幸福寄託在

另外一個人身上是一種最不保險的做法，其深層次反映的是這些女孩獨立

人格的欠缺。

在 21世紀這個女性獨立的世紀，有這麼多女孩有這樣的想法，不免讓

人擔憂，因為女孩的獨立性本來就不夠強大，女孩本來就更容易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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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更強的依從性

心理學家勞拉．貝克認為，從學齡前期開始，女孩就比男孩更容易順

從成人或同伴的命令，女孩也往往更為頻繁地向成人尋求各種幫助。在人

格測驗中，女孩的依賴性得分也更高。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從眾，與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順從於社會壓力。

下面就是兩個有關女孩順從及獨立性的心理學實驗：

美國心理學家威特金等人曾經做過一系列的“框棒實驗”。實驗研究結

果表明：與男性相比，更多的女性屬於“場依存性”，依賴周圍的信息參照

進行信息加工。場獨立性強的人，獨立性也強，不容易受他人暗示。場依

存性弱的人，獨立性差，容易受到他人的暗示。

心理學家凱瑟琳．亞當斯和奧德麗．蘭德斯以大學生為被試的對象的

實驗表明：在面對不同意見時，男生平均頂住約九個不同意見，而女生平

均頂住六個。研究者據此認為男性比女性更有支配性，在不同意見面前更

有可能堅持自己的意見。

從學前期開始，女孩對於父母、教師和其他權威者的要求，比男孩更

為順從，也更容易出現“告密”行為。美國研究人員曾調查了 20個由學生

策劃的未遂校園槍擊案的案例 1。其中有 18個案例都是知悉此事的女孩提前

報告了校方或其他成年人。對此，研究者總結說：男孩首先忠誠於其他男

孩，女孩則從成人的視角看形勢。美國一些心理機構的調查發現，女生能

夠更好地理解教師的意圖，更好地配合、服從。心理學博士里奧納多．薩

克斯認為，女孩更順從，是因為她們喜歡和大人擁有同樣的目標和價值觀。

女孩更容易服從，這種品質無疑會影響到女孩獨立性的發展。心理學

家、社會學家以及研究女性的學者大都認為，女孩的服從是後天環境塑造

的結果，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 里奧納多．薩克斯，家有男孩怎麼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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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母親的過度依戀阻礙女孩獨立

2015年，我（李文道）在採訪日本學者明治大學文學部教授諸富祥彥

時，他談到了日本女孩成長的一個現象—“守墓女”和“毒媽”現象，

即有些女孩因為與母親之間的關係過於緊密，喪失了自我，最後選擇一輩

子跟媽媽生活在一起，為媽媽養老送終，成為“守墓女”，而壓制女兒獨立

性發展、影響女兒終生幸福的媽媽也被稱作為“毒媽”。小時候，女兒過度

依賴媽媽，長大以後，女兒對母親的態度是既愛又恨，既想離開母親的束

縛又難以離開。

在教育孩子方面，母親是生、養於一體的。母親往往把女兒看作為自

己的延伸。作為女性，母女之間存在許多一致性，這一方面給女孩帶來好

處—母親是發展的榜樣和模板，但如果母女關係過於親密，女孩對母親

的過度依戀，糾纏不清，就會威脅到女孩獨立性的發展。

母女關係過於親密會阻礙女孩獨立性的發展。在 2010年 7月 23日的

《解放週末．女性》刊登的〈戀母的女孩長不大〉一文中，學者們給出了以下

的解釋：對於為什麼有些女性在心理上如此依賴母親，南希．弗萊迪認為：

女性成年後對母親的依戀可追溯到童年時期所接受的信息。她認

為：對於小男孩來說，這個世界是敞開的。他們接觸真實的世界，從中

所獲得的人生體驗、實踐經驗使他們能夠更加豁達地面對人生的變數，

從容地面對被人拒絕的尷尬。女孩則從小就被過度保護，被當成溫室裏

的花朵，受到小心的呵護，根本沒有機會接觸真實的世界。

即使是結婚以後，女性與母親保持過於親密的關係很可能會給婚姻帶

來麻煩。心理學家特里．阿普特認為：

過分依賴母親的女性，往往沒有主見—她們不願住得離母親太遠，

時刻牽掛着母親的喜或憂，凡事都要讓母親替自己拿主意。她們腦海中經

常出現母親的聲音，母親如何對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評頭論足。

對母親的過度依戀會嚴重壓縮女孩獨立的時間與空間，進而影響到

女孩的獨立精神。與男孩相比，女孩需要更大的勇氣去克服對母親的過度

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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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教缺失阻礙女孩獨立性

父教缺失是指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很少得到父愛，或父親在子女教育中

參與很少甚至孩子沒有得到父愛，或父親沒有參與子女教育的狀況。

當代中國社會是一個父教嚴重缺失的社會。2015年 12月，全國婦聯

發佈第二次全國家庭教育狀況調查報告說，我們通過“輔導孩子學習”“接

送孩子上下學”“開家長會”“培養孩子日常行為習慣”“糾正孩子的不良行

為”“教孩子明辨是非”等 14項內容，考察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分工情況，

分為“媽媽為主”“爸爸為主”“爸媽共同承擔”“其他人做”和“沒有人

做”五種情況。結果顯示，“爸媽共同承擔”的佔 40.6%，“媽媽為主”的為

40.3%，“爸爸為主”的為 11.6%。總體上看，家庭教育分工距離“夫妻共

親職”的理想養育觀念和模式仍有較大差距，近一半的家庭在不同方面存

在子女教育中父親“缺位”的情況。

對吉林省長春市年齡為 3-13歲兒童的父母共 360人的調查發現：在小

學兒童中，有 9%的父親稱每天陪伴孩子的時間為零，有 22.2%的父親稱

每天最多只有一小時的時間能陪伴孩子。

父教缺失對女孩獨立性的發展具有消極影響。著名女性心理學家卡羅

爾．吉利根認為，男女兩性與他人的聯繫方式截然不同，女性往往側重於

聯繫，男性往往側重於分離。父親往往鼓勵孩子的自由探索，而母親往往

傾向於過度保護。作為男性，父親更容易鼓勵孩子的自主，這已獲研究證

實。對以色列 12-16歲青少年的研究發現，在青少年時期，父親會比母親

提供更多的自主性支持，父親的角色可以促進青少年獨立性的發展，掙脫

原生家庭的束縛。還有研究發現：父親本人也認為自己要比母親更能鼓勵

孩子的獨立性。

在心理學上，父親被看作是孩子掙脫母親懷抱的關鍵力量，父親是孩

子走向外部世界的橋樑，父親的存在與鼓勵是孩子獨立性發展的基礎，對

男孩女孩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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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教育遏制女孩的獨立發展

在《男孩危機？！》一本中，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應試教育對男

孩更不利。由於女孩順從、聽話、安靜等品質更為適合應試教育的需要，

女生也更容易忍受應試教育的諸多弊端。近些年來，女生成績異軍突起，

不管是中小學，還是大學，女孩成績均優於男生，女生的聽話、服從是重

要原因。

今天我們認識到女孩也是應試教育的受害者，應試教育進一步強化了

她們的順從意識，遏制了女孩獨立性的發展：

第一，在教育評價上，應試教育把聽話、順從、絕對服從作為主要評

價標準，這不可避免地強化了女孩的順從。

第二，在考試評價上，應試教育強調標準答案，幾乎把考試作為唯一

的評價指標，這不利於女孩獨立性的發展。

第三，在教學方式上，應試教育是被動的，其教學是填鴨式的灌輸教

育，把孩子看作一個個等待填滿的容器，教師佔據權威、主導地位，不鼓

勵學生的質疑與獨立思考，要求學生極端服從，不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

第四，應試教育所導致的課業負擔過重，使女孩把大多數時間都用於

學業，把女孩的身體局限於課堂與課本。

應試教育嚴重限制了女孩獨立行動、探索的時間和空間，扼殺了她們

本來就很珍貴的獨立意識和精神。中國的應試教育，進一步弱化了女孩的

獨立思考能力。

知識鏈接：教科書與女性形象

1975年，美國一個名為“語言和圖畫中的婦女”的研究小組分析了 16

家出版社的 134本小學教科書中的 2760個故事，結果發現關於男性

的故事比關於女性的故事多出四倍。而且，故事中的女性多出現在家

裏，她們的行為多表現為被動、害怕和畏縮等，男性則往往表現為富

有支配性和冒險傾向 1。中國研究者佐斌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學

語文課文的研究分析發現 2：小學語文分配給男女兩性扮演主角的數量，

男性是女性的 4.3倍；而在男女能力方面，語文教材中描述女性的是

無知低能的多，男性則是知識淵博、能力高強的多；在男女性格方

面，描述女性更多的是不良性格特徵，如小氣、狠毒、不信任、迷信

等，而男性則多是堅強、勇敢、正直、友愛等優良的性格品質。史靜

寰等對人教社版（1994-1996）的六年制小學語文教材的數據統計 3：女

性形象出現率僅為 20.4%，而且呈現年級越高，課本中女性出現的比

例越低的趨勢。除此之外，史靜寰等還發現 4：小學教材中依然普遍存在

“男性強於女性”“男性優於女性”的性別觀念。

1 阿妮塔．伍德沃克著，陳紅兵等譯，教育心理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2 佐斌，小學語文課文內容的社會心理思考，教育研究與實驗，1998年第 1期。
3 史靜寰，教材與教學：影響學生性別觀念及行為的重要媒介，婦女研究論叢，2002年第 2期。
4 史靜寰，教材與教學：影響學生性別觀念及行為的重要媒介，婦女研究論叢，200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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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女孩好榜樣： 
趙小蘭的父母、我的經驗

趙小蘭的父母

在培養女孩獨立性這方面，有一個家庭做的非常棒，那就是趙小蘭的父

母。趙小蘭的名字很普通，但她在海外華人圈卻鼎鼎有名，她 2001 年

由小布殊總統提名並出任美國勞工部長，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進入內閣

的華裔，同時也是內閣中的第一位亞裔婦女。她父母的做法非常值得今

天的中國父母學習。

趙小蘭他們家是一個大家庭，姐妹六個，而且算是一個富裕家庭，有游

泳池，還有專職管家。

台灣作家劉墉曾描述了趙小蘭的父親趙錫成和母親朱木蘭是如何培養孩

子的獨立性的 1：

他們家雖然有管家，孩子仍然要自己洗衣服、打掃房間。大人的道理很

1 劉墉，前美國勞工部長趙小蘭的家庭教育：什麼是家園，家庭，2001年第 4期。

簡單：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管家是請來幫助父母的，不是幫助孩

子的，年輕人理當自己管自己的事，不能太早就受人伺候，否則很難學

會獨立！

她們幾姐妹不僅料理自己的內務，每天都要聽鬧鐘起床、趕校車上學，

回家由姐姐帶頭自動地唸書，而且還要分擔家裏的瑣事。

每天早晨，她們要出去檢查游泳池的設備，撈掉水上的髒東西。到了週

末，則要整理那佔地兩英畝的院子，把雜草和蒲公英拔掉。趙小蘭 16

歲的妹妹已經負責處理家裏的賬單、將聖誕卡的郵寄名單輸入電腦，並

接聽晚上的電話。而且，只怕講了你也不信，趙小蘭家門前長達 120

英尺車道的柏油路面竟然是幾姐妹在父親指揮下自己鋪成的。

長大成人的趙小蘭非常感謝父母當年的良苦用心，她曾經在《我的事業

與人生》那篇文章裏說：“那時我們不是很喜歡，如今想來，大家一起

工作，一起交談，很能領會父親良苦的用心了。”

我的經驗

在培養孩子獨立性方面，我（李文道）也有過成功的案例。一位朋友的

女兒，一個活潑可愛的 12 歲小姑娘，開始上初中，卻無論如何也不願

意自己去上學，堅持有人陪她去。我的朋友認為：上初中了，女兒應該

獨立去學校了，他們也打算不再送女兒去上學了。我的朋友千說萬說，

道理講了一大堆，女兒卻“刀槍不入”、死活不聽，如果父母不送，她

就不去上學了。我的朋友最後不勝其煩，卻又無計可施，最後找到我：

“李博士，您是研究心理學的，您有什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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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這位朋友先一起分析了一下實際情況：她上學的路線其實並不複

雜，中間只需要倒一次公交車，一個 12 歲的女孩完全可以做到這一

點。我與朋友一致認為：他的女兒不願意獨自一人上學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她的心理恐懼：對自己獨自上學缺乏信心，同時她也缺乏經驗：不知

道怎麼樣換乘公交車（這麼多年了，她一直是父母引着坐公交車，連看

站牌都沒學會）。我們判斷：她有獨自上學的動力—上初中了，還需

要父母陪送上學，這在同學面前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我們還達成共

識：如果馬上逼她獨自一人乘公交車，就有可能把她置於危險之中。

最後，我與朋友一起制定了循序漸進的行動方案，名曰“四步走‘戰

略’”：

第一步，父母陪孩子乘公車，先引導女兒如何看站牌，如車次、方向、

起點及終點等，並告訴她如何換乘等等。

第二步，讓女兒引領父母乘公交。在這階段，父母仍然陪女兒去上學，

但身份發生了改變，女兒是引領者，父母只是簡單的陪伴，主要起到心

理上的安慰作用。在此過程中，父母可以陪在女兒身邊，可以通過眼神

等肢體語言進行交流，一般不要進行言語指導。

第三步，女兒乘公交，父母像陌生人一樣遠遠地關注着女兒，遠距離的

給女兒一種心理安全感。

第四步，女兒獨自一人去乘公交，父母不再陪伴，父母的手機號碼隨身

攜帶。

我們本來打算用一個月的時間，每個步驟一個星期。結果遠遠超出我

們的期望。到第二個星期時，朋友的女兒就突然宣佈不再需要父母陪

伴了。第三個星期天，朋友的女兒就宣佈：自己一個人去姥姥家。朋友

有點擔心，去姥姥家要換乘兩次公交、一次地鐵，但他們還是選擇了相

信女兒。朋友的女兒最終安全順利地抵達姥姥家並獨自返回。朋友在電

話裏激動地告訴我：看到女兒獨自一人回家時臉上流露出的自信，他又

一次體驗到當一個老爸的幸福。在這個過程中，朋友的女兒犯了一些初

學者經常會犯的錯誤，如有一次坐過了站，還有一次去姥姥家時換錯了

車。每一次，朋友的女兒都自主地糾正了錯誤。

在我的成功經驗中，有三點是需要父母特別注意的。第一，女孩的獨立

能力比父母想像的要大得多。第二，在給予女孩獨立的機會之前，一定

要給予她嘗試與訓練的機會，女孩獨立的過程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

程。第三，嘗試獨立的過程可能是一個犯錯誤的過程，父母應該多鼓

勵，不要批評，要相信孩子具有驚人的自我糾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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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獨立女孩的 5 個建議

人類文明的進程就是女性獨立性不斷增強的解放過程。獨立性是女孩奮

飛的翅膀。21 世紀將是一個女性大展身手的世紀，獨立精神是 21 世紀

女性的最重要的品質之一。21 世紀的女孩和女性應該明白這樣一點：

男女之間的依賴是以人身和經濟獨立為基礎的相互依賴。獨立是第一位

的，相互依賴是第二位的。對女孩父母來說，培養女孩的目標不應該是

嫁一個好丈夫，而應該着力培養女孩的獨立與自信。

何謂獨立？上海大學的學者李立新認為女性的獨立體現在三個方面 1：

一、不存在人身的依附、屈從關係。女性獨立，首先要打破女性對男性

的依附，實現男女平等；二、不存在經濟的依附、屈從關係。經濟決定

上層建築。女性獨立，必須要擺脫經濟上的依附關係，實現經濟獨立；

三、不存在精神上的依附、屈從關係。女性獨立，必須從根本上擺脫對

他人的精神依賴，實現人格獨立。

“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不教育。”所有的家庭教育其實都有一個目的：

通過家庭的教育，使孩子能夠擺脫對父母和其他人的依賴，成為一個

1 李立新，女性獨立的法學思考，福建論壇（社會教育），2009年第 2期。

能夠獨立思考、獨立學習、獨立生活的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

“漁”。

建議 1：抓住女孩的兩個“獨立”關鍵期

發展心理學家們認為，一個人的獨立性發展主要有兩個關鍵期。關鍵期

是指在特定時期內某種能力或心理品質最容易獲得，而一旦錯過這個時

期，想彌補就會變得非常困難，即俗話所說的“過了這個村，沒有這個

店”。

男孩女孩獨立性發展的第一個關鍵期都在兩周歲左右，又被稱作“第一

反抗期”，這時候的女孩第一次認識到自己是跟其他人或物體區分開來

的獨立個體，第一次用“我”這個詞來指代自己，這標誌着自我的第一

次誕生，也標誌着第一個獨立性關鍵期的到來。

這一時期的女孩，已經學會走路，具有了基本的獨立行動的能力，她們

表現出非常強烈的自主傾向：她們不喜歡別人餵飯，希望自己吃飯，不

喜歡別人替她穿衣服，希望自己穿衣服……她們希望盡可能地由自己

來控制自己的生活，做生活的主人。這種可貴的自主精神就是“獨立”

精神的萌芽。如果父母能夠耐心地對待女孩的這種自主性需求，盡可能

地讓女孩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自己吃飯，自己穿衣服，女孩就會

發展出一種對生活的掌控感，對自己更加自信，更願意獨立探索未知的

世界，她會變得越來越獨立。

如果父母缺少這種意識，用粗暴的態度對待女孩的這種自主性需求，包

辦代替，那麼女孩的這種獨立精神就有可能被扼殺在萌芽狀態，甚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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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一生。那些成年以後，仍然過度依賴父母，找不着工作就當“啃

老族”的女孩極有可能屬於這種情形。

女孩獨立性發展的第二個關鍵期是青春期。青春期是女孩向女人過渡的

時期。隨着生理和心理的急劇成熟，女孩的自我意識再一次蓬勃發展起

來，在心理學上被稱為“心理斷乳期”，這是女孩學習如何獨立走向社

會並成為一個獨立女性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如果父母對女孩的各

種想法採取鼓勵寬容的態度，以顧問的角色幫助女孩釐清各種想法並提

供各種支持，那麼女孩將對獨立應對社會的各種挑戰信心十足，她們願

意接受生活的挑戰並自信能戰勝它們。

相反，如果這一時期的父母採取過度保護的做法，認為女孩無法一個人

獨立面對生活，對女孩的獨立意願和行動採取抵觸態度，那麼女孩將對

獨立走向社會心懷恐懼，她極有可能像一個沒有安全感的嬰兒一樣退縮

到父母的身邊，繼續依賴父母的保護，即使她走向社會，一旦遇到什麼

困難和挫折，她也會本能地選擇退縮，這對於女性迎接競爭越來越激烈

的社會挑戰無疑毫無幫助。

明智的父母，會抓住這兩個關鍵期，他們心裏明白：女孩終有一天要獨

立走向社會，要獨自承受未來生活的各種挑戰，他們會鼓勵女孩的自主

與獨立，創造條件發展女孩的獨立性。

建議 2：發揮父親的獨特作用

在女孩獨立性發展上，父親發揮着更大的作用，這與父愛的獨特性密不

可分。母愛往往是無條件的，而父愛往往是有條件的，父愛經常是作為

一種對女孩良好行為舉止的獎勵出現的。為了贏得這種獎勵，女兒必須

努力，這推動了女兒的學業和事業進步。

道格拉斯．杜內等人通過研究發現 1，與父親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具有較高

的教育期望，並且在自然科學、數學、語文和歷史等標準化成就測驗中

比那些與只與母親生活在一起的女孩獲得更高的分數。約翰．斯納里的

研究表明 2：具有上進心的婦女，往往可以從她們在青少年時期與父親的

密切關係中覓得根源。他認為，正是父親積極地參與到女兒生活當中，

才促使她們有能力實現與母親的分離，並建立起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

在心理學上，父親經常被看作是孩子掙脫對母親過度依戀的關鍵力量。

父親是孩子走向外部世界的橋樑，父親的存在與鼓勵是孩子獨立性發展

的基礎。著名女性心理學家卡羅爾．吉利根認為，男女兩性與他人的聯

繫方式截然不同，女性往往側重於聯繫，男性往往側重於分離。父親往

往鼓勵孩子的自由探索，而母親往往傾向於過度保護。作為男性，父親

更傾向於鼓勵孩子的自主與獨立。

建議 3：母親要學會“放手”，鼓勵女孩的獨立

母親是女孩的安全基地，母親所提供的安全感是女孩敢於探索的前行動

力。心理學家特里．阿普特一方面認為母女過度依戀會阻礙女孩獨立性

的發展，但她同時認為“與母親關係親密未必都是壞事，關鍵是女兒要

1 D.B Downey, B.Powell. Do Children in Single-Parent Households Fare Better Living with Same-Sex 
Parent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93（55）.

2 羅斯．派克，父親的角色．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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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主見，要學會在親密的關係中保持獨立性。這樣的親密關係就

不會成為女兒成長的絆腳石，相反會幫助女兒健康成長。”

母親應如何把握這種平衡，既讓女孩感受到親密關係而又不傷害其獨立

性呢？我們認為，明智的母親在做好女兒安全保護的同時，一定要學會

如何放手。

第一，讓女兒獨自承擔一些力所能及的責任。母親可以從吃飯穿衣等日

常事務着手，讓女孩首先承擔起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責任。如引導得當，

兩三歲的女孩就基本上可以自己吃飯穿衣，幼兒園階段的女孩就可以自

己收拾自己的玩具，小學階段的女孩就可承擔一些簡單的家務，中學階

段女孩完全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飯菜。獨立性的發展是需要練習的，沒有

承擔這些責任的過程，就無法發展出真正的獨立性。

第二，讓女兒學會獨立做出決定。一些女孩之所以給人以獨立性不強的

印象，是因為她們難以獨立做出決定，她們給人的印象往往是猶豫不

決，前怕狼，後怕虎。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她們缺少做決定的經歷以及

做決定的能力。做決定的能力是需要從小培養的。在女孩很小的時候，

母親可以把一部分選擇權交給她，可以先從一些小事情開始，比如她早

飯是喝豆漿還是牛奶，是吃麵包還是饅頭。女孩到小學的時候，母親可

以把部分置裝權交給女孩，在母親控制預算的前提下，女孩可以選擇她

喜歡的顏色和款式。在此過程中，女孩可能會犯錯誤，但錯誤是成長

的代價，犯錯誤並學會承擔錯誤的後果，會使女孩將來更明智地做出

決策。

第三，給女兒獨立的時間與空間。獨立性的培養是需要獨立的時間與空

間的。現在家庭教育的重大問題是：應試教育極大的壓縮了學生的時間

與空間，女孩的許多時間都被沉重的課業負擔佔據了。在無法徹底改變

應試教育的情況下，母親應該更為明智地為女孩創造這種獨立的時間與

空間，除了課業之外，其他時間可以允許女孩自由支配，她做什麼，怎

麼做，母親儘量不予干預。

母親應該謹記：女孩就像手中的沙子，攥得越緊，沙子流失的越快。如

果母親能以輕鬆的心態對待女孩的獨立傾向，母親不但不會失去女兒，

而且不管女兒身在何處，母親都會永遠在女兒心中。

建議 4：引導女孩學會自我管理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自我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正是一種以

尊重獨立性發展為基礎的教育。

在《培養自理好習慣》一書中，就特別強調這樣的思想：從自理到自

立，即通過培養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來培養其自立精神。

在這本書裏，涉及到的內容幾乎涵蓋了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目標管

理、時間管理、物品管理、消費管理、情緒管理、運動管理、飲食管

理。一個思想貫穿該書始終，那就是通過父母的引導和培養，幫助孩子

養成自我管理的習慣，而這種自我管理習慣最終會幫助孩子學會如何獨

立應對生活的挑戰。在這本書裏，還給出了實際的方法指導，有興趣的

父母，可以翻讀此書，作為培養女孩獨立性的指導和操作性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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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5：溝通讓女孩更自立

父母對女孩獨立性的培養應該成為生活常態的一部分。言語的力量是強

大的，父母對孩子的言語的影響力更為強大。父母的言語中所流露出的

信息對塑造女孩的獨立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如何通過言語溝通來鼓勵女孩的自立呢？在《如何說，孩子才會聽；如

何聽，孩子才會說》一書中，作者給出了一些很實用的方法技巧，下面

就是其中的三個：

第一，讓孩子自己做出選擇。父母所提供的選擇要適合孩子的發展水平和

能力水平，在幼兒時間，吃什麼穿什麼，孩子可以先在父母劃定的範圍內

進行選擇，最後過渡到完全自主的選擇。這些選擇給孩子提供了很有價值

的練習機會，這種練習對孩子將來的職業、婚戀等選擇都大有裨益。

第二，尊重孩子自主的努力。每個人都有一種天生的本能需求 —自

主地決定自己的生活。孩子也一樣，對於孩子自主生活的努力，父母要

採取鼓勵的態度。對於孩子的自主需求，父母應該耐心地花時間指導訓

練，提升其自主能力，並逐漸放手讓孩子自主其生活。

第三，別急着告訴答案。許多父母好像都有一種本能，希望能夠回答孩

子的任何問題，他們認為回答孩子的問題是增長孩子才智的好機會。事

實並非如此。父母有求必應、有問必答看起來好像是給孩子傳遞知識，

短時間內也可能會有這種效果，但長期看來，這種做法會會阻礙孩子自

己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孩子是自己最好的老師。自我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發現女孩

親愛的讀者朋友，現在您已經踏上“發現女孩”之旅，您將有機會從各

個方面了解女孩獨特的生理及心理狀況，了解那個看似熟悉、但實際上

未必真正了解的女孩世界。

“發現女孩”之旅分十一個專題，分別介紹女孩十一個方面的特點，我

們相信這將有助於您對女孩的了解，有助於女孩的教育與健康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