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PLE P 援助指南

疫情期间如何
构建亲子关系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是全球所有家庭都需要面临的一大挑战，这也是我们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困
难时期。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大多数父母都会担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父母也要
照顾好自己。

尽力照顾好自己

为人父母，我们自身可能会产生各种情感反应（包括焦虑、
生气和伤心），对想要做的事情没有把握，也不清楚应该怎
么去处理。出现这些情感反应是正常合理的。重要的一点是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内心感到焦虑、困扰、慌张甚至生气是

请记住（也请提醒孩子），全社会都在全力以赴地确保大家

完全正常的。只有有效地处理自己的情绪，才能够更好地帮

的安全（比如：医护人员照顾受到病毒感染的患者；超市为

助孩子。当您有效地处理自己的情绪时，也给孩子树立了好

弱势群体的安全购物推出新的规定）。在这段紧张困难的时

的榜样。以下是一些常用的策略，可以用来处理比较严重的

期，这份援助指南可以帮助父母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也照

不安情绪：

顾好自己。
•

关注自己内心的情感和想法

•

如果发现自己无法控制情绪，可以先不和家人交流（比

坚持家庭优先原则，让孩子安心在家

如，您可以告诉他们：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没办法心平

气和地聊天。我要到房间里坐坐，读10分钟书，让自己冷
静下来”）

和孩子的所有交流中，请您尽可能地保持冷静，并给予孩子
安慰。告诉孩子，如果他们感觉到任何不适，都要让您知道。

•

和关心您的朋友还有家人沟通

通过您的一言一行让孩子明白，父母的职责是竭尽所能地

•

深呼吸

保护他们的安全，而这正是您目前努力在做的事情。比如，

•

做锻炼

您可以告诉孩子：
“作为你的父母，保证你的安全是我们必

•

冥想练习

须尽到的职责，我们会竭尽所能地做到这一点。”这样的沟
通会让孩子更具安全感，而年纪大一些的孩子也会更加理

生活中有许多有益且有效的方法能够缓解不安的情绪——

解我们为什么要遵守政府实施的限制政策（比如：不能去公

唱歌、跳舞、园艺以及绘画都是不错的方法。保持健康并注

园；避免和朋友的社交聚会）。

意安全（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每天坚持运动、饮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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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睡眠充足，不要借助酒精或者药物减轻压力）。避免做

和孩子谈论感受的时候，请停下手头在做的事情，仔细地倾

会增加压力的事情（比如：
了解关于COVID-19方面的信息

听孩子。避免告诉孩子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不要担

是有必要的，但是不停地查看信息反而给自己增加压力）。

心），而是让孩子知道感到担心、难过、生气或者失望是正

如果这些策略没有起作用，您可以考虑寻求专业的帮助（有

常的反应。聊天或者绘画有助于孩子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感

许多很好的在线求助方式）。

受和担心。引起孩子担心、沮丧或者难过的主要缘由是他们
担心祖父母的健康状况，想念和祖父母在一起的时光；如
果孩子没有上学，他们会担心功课跟不上；没法和朋友玩；

让孩子知道您愿意和他们交流

或者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运动。请安慰孩子，世界各地的人
（医护人员和科学家们）都在设法帮助彼此，也在努力研发

大多数孩子不会像大人那样去关注COVID-19的情况。

能够治疗疾病的药物。

然而，我们有必要让孩子知道，他们可以把担心的问题告
诉父母，而且父母也会如实地回答这些问题。如果遇到和

和孩子谈谈与COVID-19有关的事情。但是，不要谈论过

COVID-19疫情有关的问题，您会随时帮助他们（比如，可

多——这样会增加孩子的恐惧和烦恼。对成年人而言，除了

以告诉孩子：
“如果你对疫情目前的发展状况有任何担心或

当前的疫情，很难再去关注别的事情。不过要控制自己，不

者问题，都可以和我讲，我们一起讨论”）。一个好办法是顺

要影响到和孩子之间的交流。顺着孩子的思路——这么做

着孩子的思路回答。对于那些想要交流的孩子，只要根据他

有助于我们把握好用多少时间和孩子讨论COVID-19疫情，

们的问题做出充分的回答就好。对于没有交流意向的孩子，

同时用多少时间思考其他事情。您也要考虑哪些话不应该当

请留意他们是不是流露出烦恼的迹象或者发生行为改变

着孩子面说。合理限制孩子通过媒体报道了解COVID-19

（比如：孩子变得很粘人或者有暴力倾向）。也许是其他原

的情况。

因引起了这些情况，不过还是要当心可能会和COVID-19的
情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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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回答孩子的问题

回答孩子的问题时，可以参考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 在
 回答问题之前，请了解一下孩子对问题的掌握程
度（比如：通过社交媒体或者孩子的朋友做相关了
解）。

4 如果不知道如何回答，请告诉孩子您会试着帮他们找
到答案。如果孩子说：
“没关系，不用麻烦”，那就不
用查找答案。但是，如果问题的答案对您个人非常重
要的话，您可以告诉孩子：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
自己也很想了解情况，所以我会查找一下答案。”

2 回
 答要简洁明了，而且符合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理解
能力。
5 不要承诺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告诉孩子：
“等到你
生日的那一天，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3 信
 息来源准确可靠（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
卫生组织的官方网站）。

保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
每天制定时间表或者进度表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帮助您和您
当生活方式比较有规律的时候，我们会过得比较舒心（特别

的孩子处理好这段时期的居家生活。工作日和周末的安排是

是在面对压力以及生活的不确定性时）。请尽可能地保持规

不一样的。工作日本来应该是孩子上学的日子，时间表里应该

律的家庭作息（比如：吃饭和休息时间）。您也可以添加新的

包括那些学校建议的学习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这段时期在

生活习惯（比如：勤洗手；如果外出，和他人之间保持比平时

家学习和平时的上学日是有所不同的。对在家学习的情况要

要更大的距离；如果孩子在家，处理好在家办公的情况）。尽

抱有合理的期望（对您自己和孩子都要抱有合理的期望）。

可能地让孩子参与到这些事情的安排中。一些新的家庭习惯

对2到6岁的孩子，您可能需要把一日常规调整成孩子们在幼

可能会导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争执增加，这也是在意料之中

儿园习惯的日程（如果可以的话）。每天早晨，您可以和孩子

的（比如：洗手的时候，需要给孩子更多的指令，并且检查是

一起制定时间表（您本人也会从安排时间表中受益）。如果是

不是洗干净了）。每个家庭可能都需要花些时间习惯新的生

在家办公，您可能需要安排和孩子同时休息的时间。您可能

活习惯——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孩子，请尽量宽容一些、耐

还需要制定一些新的规则，教孩子如何有礼貌地打断，然后

心一些。

耐心等待您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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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一张日常生活时间表示例。

我的日常生活时间表（11岁）

时间

活动安排

7.00

起床；洗手；穿衣；吃早饭；喂狗；洗手

8.00

阅读、绘画、和小狗玩（洗手）或者玩个游戏

8.45

做功课——数学（在线学习/练习册）

9.15

做功课——英语（单词拼写练习）

9.45

自由活动（从活动表中进行选择）

10.15

做功课——科学（和爸爸或者妈妈做试验）

10.45

洗手；吃零食时间

11.30

自由活动（从活动表中进行选择）

1.00

洗手；吃午饭

1.30

自由活动（从活动表中进行选择）

2.00

做功课——历史（对学校布置的作业做些研究）

2.30

做功课——英文（阅读）

3.00

收拾作业；洗手；吃零食时间

3.30

做些运动（在室内跳绳；自编自跳舞蹈；玩手球；做在线运动）

4.00

放松时刻——看一集喜欢的节目

5.00

玩家庭游戏

5.45

和朋友或者祖父母视频通话

6.00

洗手；帮忙准备晚饭；吃晚饭

7.30

冲个淋浴或者泡澡

8.00

刷牙；家庭阅读时间

8.30

睡觉

不可能完全按照计划执行时间表上的安排，这是很正常的。时间表只是让我们知道当天大概有什么计划，给我们做些引导。如
果事情不像计划的那样进行，要对自己和孩子保持耐心；一起想办法，看看如何可以在第二天按照计划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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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有事可做的时候，
他们很少会感到无聊、
焦虑、难过或者惹麻烦。

制定家庭计划

对小孩子而言，他们的活动可能是绘画、涂色、障碍跑；搭积
木或者玩橡皮泥；捉迷藏。对于年龄大一些的孩子还有青少

在充满焦虑，而且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时，制定计划是很有

年，他们的活动可能是烹饪、完成在线的运动课、绘画、玩接

帮助的。每个家庭都需要制定属于自己的计划。这份计划

球或者手球游戏、听音乐或者播客。桌游和拼图适合各个年

包括：经常洗手；与他人保持距离；避免接触体弱的家人和

龄阶段的孩子。请把活动清单放在孩子们容易看得到的地方

朋友。在遵守这些规则方面，孩子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如

（比如：贴在冰箱上）。您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完成一些事情

果可能的话，请把善待他人也添加到您的计划中（比如：帮

（比如：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或者编辑一本电子相册）。

助年迈的邻居或者有特殊需求的人去购物点取菜或者为他
们送菜）。通过这样的行为表现，告诉孩子您想要他们具

要安排各种活动，而不是利用电子设备做不同的事情。不过

备善良的品质。尽可能让孩子参与制定家庭计划。考虑到

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适当放宽对屏幕时间的规定，让孩子多

COVID-19 的状况以及政府出台的建议瞬息万变，可能需要

用一会儿电子设备。有时候家里的其他人或者朋友也会使用

经常修改家庭计划。和家庭计划有关的沟通力求简短明了，

电子设备（比如：全家一起看电影；和朋友玩在线游戏；跟家

并且符合实际情况。

人或者朋友进行在线交流）。

安排丰富多彩的的居家生活

关注孩子的良好行为

当孩子有事可做的时候，他们很少会感到无聊、焦虑、难过

在目前这样的困难时期，想一想您想要帮助孩子树立什么样

或者惹麻烦。与孩子一起准备一张活动表，列出他们在感

的价值观，希望他们掌握哪些技能以及学习哪些行为。我们

到无聊或者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能够做的20项活动或者比

可以利用许多机会教授孩子重要的生活技能（比如：关心他

这还要多的活动内容。请务必包括体育活动，让孩子动起

人、乐于助人以及具有合作精神；和兄弟姐妹和睦相处；轮

来——有许多可以进行的室内活动或者户外活动。

流玩耍）。请格外留意孩子在这个阶段的行为表现。每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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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按您的要求做事，也渴望得到鼓励的时候，要先具体描述

害怕，可是这也恰恰为孩子们创造了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比

孩子的行为，然后多多表扬孩子，给予孩子积极的关注，用

如：用不同的方式和朋友还有所爱的人进行交流）。如果您

这样的方式鼓励孩子日后的表现——您会发现这么做非常

非常担心孩子的情绪问题，请寻求专业的帮助。

“你让我们给奶奶打电话，这个建议特别好。你
有效。比如：
想得这么周到，实在是很贴心。奶奶很开心；谢谢你一直安
静地读书，而且等我打完工作电话才和我讲你的建议。”

伸出援助之手，团结友爱
保持社交距离，避免身体接触，这些做法并不是让您、孩子

帮助孩子提升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

或者家人感到孤立无援。在这场危机中，所有人都在齐心协
力。请更好地利用电话、在线聊天工具（团体视频会议）以及

COVID-19危机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不确定性。为人父

社交媒体和家人、朋友还有邻居保持联系。孩子会很愿意成

母，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接受这种不确定性。然后，通

为小专家——也许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社交媒体知识，

过我们的一言一行，让孩子看到这一点（比如：
“我们不知道

教家里人学习如何使用这些工具保持联系。

疫情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也明白面对未知的确是很难的
事。可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健康
和安全；而且全世界都在为解决这个难题而共同努力”）。生

面对疫情危机，请登录网站 triplep-parenting.net

活中出现的重大改变会令孩子难以接受，也时常让他们感到

查看建议和策略，获得更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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