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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新航
道家庭教育研究院、新家庭教育研究院联
合美国、日本、韩国的研究机构，开展了网
络时代亲子关系的比较研究。10 月 27

日，在中国教育学会主办的 2018 家庭教
育学术年会（苏州）上，课题组正式发布了

《中美日韩网络时代亲子关系的对比研究
报告》。

在网络时代，年轻的中国父母和孩子
正面临什么样的冲突和困境？他们该如
何达成和解、共同进步？相信这项报告会
给予我们新的思考和启示。

亲子关系对于中小学生社会化有着重
要作用，亲子关系的质量有赖于父母与孩
子的交流、互动以及相互认同。《中美日韩
网络时代亲子关系的对比研究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显示，学习是中国家庭亲子冲
突最为集中的方面，57.5%中国中小学生曾
在上网查资料时被父母误解为玩游戏，听
孩子倾述烦恼的中国父母最少。

这项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4
个国家用同样的问卷同步实施调查，调
查对象为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和初一、初
二年级阶段在校学生，分别有4170名中
国中小学生、2017名美国中小学生、2272
名日本中小学生和1936名韩国中小学生
完成了调查问卷。其中，中国在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四川省成都市、湖南省常
德市、辽宁省辽阳市、陕西省宝鸡市等6
个城市进行了问卷调查。
学习是中国家庭亲子冲突最为集中的方面

步入青春期的孩子更多地以言语交
流的方式与父母互动，同时，青春期孩子
的独立意识增强，开始争取个人问题的
管理权力，学习、生活等日常事务成为亲
子矛盾的主要来源。调查显示，92.9%的
中国中小学生与父母在一起感到很快乐
或比较快乐，比美国低 1.9 个百分点，比
日本和韩国分别高 1.6和3.6个百分点。
不过，中国中小学生与父母发生过冲突
的最多（82.1%），冲突主要发生在学习
（55.8%）、生 活 习 惯（43.8%）、家 务 事
（25.6%）、上网（25.2%）和对事物的想法
或看法（21.1%）等方面。在学习方面与父
母发生冲突的中国学生比其他三国多
11~20个百分点。此外，观点分歧也是中
国家庭亲子冲突较多的方面，穿着打扮、
交友、隐私方面则分别是美国、日本、韩

国家庭亲子冲突较多的方面。
在我国，上网日益成为引发亲子冲

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些父母不能客观
看待网络，潜意识里认为只要孩子上网
就是在玩游戏。调查显示，57.5%的中国
中小学生曾在上网查资料时被父母误解
为玩游戏，比其他三国高8~23个百分点。
这说明父母对网络存在思维定势，认为
网络就是玩具不是工具，也表现一些父
母对孩子缺乏足够的信任，因而引发矛
盾冲突。其实，上网也可以成为促进亲子
关系的互动方式。不过，调查发现，中国
仅一成（10.5%）中小学生经常和父母一
起上网查资料、玩游戏、看视频等，比其
他三国低0.2~11个百分点。

在中国，尽管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家
庭教育观念明显改善，意识到表扬有利于
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但受到传统文化、
社会竞争等因素影响，还是有一部分家长
习惯以批评否定的方式来激励孩子。调查
显示，84.8%的中国中小学生表示“父母有
时 表 扬 我 ”，与 日 本（85.0%）和 韩 国
（84.5%）相差不多，比美国（79.0%）高5.8
个百分点；88.1%的中国中小学生表示“父
母有时批评我”，仅比日本（90.1%）低2.0
个百分点，比韩国（77.7%）和美国（66.1%）
分别高10.4和22个百分点。
改善亲子沟通状况，父母要作出更多努力

调查还发现，71.5%的中国中小学生
表示“父母听我诉说烦恼”，比其他三国低
15-19个百分点。80.6%的中国中小学生认
为“父母理解我”，比其他三国低6~12个百
分点。经常和父母一起做家务、一起运动
和一起读书的中国中小学生最多，经常和
父母一起出去买东西、游玩、看电视和一
起上网（查资料、玩游戏、看视频等）的中

国中小学生最少。72.1%的中国中小学生
经常与父母一起过生日，在四国中比例最
低。91.3%的中国中小学生希望一家人尽
可能一起吃饭、聊天、外出。

中小学生期待什么样的亲子关系？
调查显示，83.8%的中国孩子希望和父母
的关系像朋友一样。但与此同时，仅
40.4%的中国中小学生希望子女和父母
各自可以做喜欢的事，互不干涉，比其他
三国低21~32个百分点。中国中小学生既
希望与父母关系平等但又不希望彼此独
立，反映了中国孩子较强的依赖性。

从调查结果来看，中国中小学生家
庭的亲子交流状况不太理想。日常生活
中出现亲子沟通不畅，主要原因还在于
父母忽略或敷衍孩子、把批评指责视为
交流、不了解孩子的需求等。因此，改善
亲子沟通状况，父母要作出更多努力。首
先，父母要有平等真诚的态度，不要把自
己的观点强加给孩子。其次，父母要提高
交流的能力，尤其是学会倾听，孩子有烦
闷等情绪时，先抚慰孩子的情绪再进行
沟通，让孩子感到父母的理解，避免一开
口就说教或指责。

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对自主权的要求
增大，父母们面对孩子的成长变化要主
动进行调整，给予更多情绪上的认同、精
神上的理解和情感上的支持、引导，以长
远的眼光来看待孩子的成长，建立亲密
亲子关系、营造良好家庭文化氛围，为孩
子的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父母也应该为孩子提供体验
独立的机会，放手让孩子安排自己的学
习生活，有所监督但不要直接管束，把犯
错误的权利还给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
鼓励孩子为自己的选择结果负责。

中小学生的上网行为是社会关注的
焦点。《中美日韩网络时代亲子关系的对
比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在
4个国家中，中国中小学生触网率最低，
但 中 国 中 小 学 生 智 能 手 机 拥 有 率
（68.1%）仅次于韩国，7～9 岁开始触网
的学生居多（45.2%）。

本次调查发现，86.5%的中国中小学生
拥有多种电子产品，低于韩国（100.0%）和
美国（95.0%），高于日本（75.7%）。在多种
电子产品中，中国学生拥有最多的是智能
手机（68.1%），其次是普通电脑（41.2%）、平
板电脑（36.7%）和不能上网的一般手机
（18.4%），同在亚洲的韩国学生（87.2%）拥
有智能手机比例最高，中国的拥有率仅次
于韩国，而美国学生拥有平板电脑的比例
（65.9%）超过了智能手机（61.4%），日本学
生拥有智能手机的比例是42.1%。

数据显示，四国中小学生上过网的
比例为88.4%，已经接近九成。其中，韩
国学生上网比例最高，其次是美国、日
本、中国学生。中国学生没上网的比例

最高，超过两成（20.8%）。可见，中国学
生触网率近八成。

对学生的触网年龄按照幼儿（3岁及
以下）、学前（4~6 岁）、小学低年级（7~9
岁）、小学高年级（10~12岁）、中学（13岁
及以上）进行调查计算，中国学生触网比
例最高的是 7~9 岁的小学低年级阶段，
达45.2%；日本也是7~9岁年龄段触网比
例最高，为42.3%；韩国触网最多的是10~
12岁的小学高年级阶段，比例为51.4%；
美国学生触网比例最高为4~6岁的学前
阶段，为42.0%。四国总体来看，绝大多
数学生触网时间在小学阶段（6~12岁），
以10岁为峰值。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孩
子学前触网的已经达到13.8%，与小学低
年级合计达到59%，近六成。

对四国中小学生上网时间统计发
现，接近半数（48.7%）的中国学生在上学
日很少上网，在四国中比例最高，比美日
韩分别高出 32~47 个百分点。而且，上
学日上网不到1小时的比例中国学生也
是最高的，比另外3个国家高出1~11个

百分点，两项合计超过七成（71.8%）。可
见，总体来说中国学生上学日上网时间
较少。对中小学生休息日上网时长调查
发现，中国中小学生在休息日很少上网、
上网1小时以下、1~2小时的比例均是四
国中最高的。而上网 3~5 小时、5~10 小
时、10~15小时、15小时以上的选项，中国
学生的比例均是最低的。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电脑、手机、
网络成为孩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孩子们触网年龄越来越提前，触网范围越
来越大，拥有电子产品越来越多，上网超时
的学生不在少数。应加强中小学生网络素
养教育，提升中小学生合理使用电脑、手
机、网络等信息化产品的能力；父母要更加
重视亲子关系状况，与子女建立融洽的亲
子关系。已有的很多研究表明，亲子关系
对孩子的网络使用习惯、网络素养产生有
明显影响，亲子关系融洽的家庭中，孩子的
网络素养更高。和谐的亲子关系使父母能
更好地引导孩子合理使用各类电子产品及
上网，更有利于孩子网络素养的提升。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家庭中的迅速普及，
传统的亲子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日韩网
络时代亲子关系的对比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与其他3个国家的父母相比，中国父
母对孩子上网情况了解最多、对孩子使用网络的
规定最多，但对孩子使用网络注意事项提醒最
少。虽然整体来说，中国中小学生对上网规定的
遵守情况在四国中最好，但由于父母监督不足，
中国中小学生对上网使用规范、费用的规定遵守
相对较差。

中国父母在提醒孩子使用网络注意事项方面
做得不够

调查显示，中国父母对孩子上网情况了解最
多，71.3%的中小学生父母对他们上网的情况很了
解，其次是韩国 （68.6%）、日本 （63.6%）、美国
（59.5%）。

课题组对家长管理孩子的上网时长、上网内
容、使用规范、上网费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
显示，总体来说四国父母对孩子的上网时间、上
网内容规定较少，没有规定的比例均在三成以
上；对孩子手机、电脑等的使用规范 （吃饭或与
人说话时不能玩手机、打电脑等） 和上网花费的
规定较多，没有规定的比例均在两成以上，不足
三成。可见，总体来说，父母更重视孩子的行为
规范和消费情况，而对上网内容和时间关注较少。

四国的家长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家长对孩子
上网的规定还算多的。其中，没有规定上网时间
的比例为14.5%，比三国低24~35个百分点；没规
定上网内容的比例为10.8%，比三国低21~35个百
分点；没规定上网使用规范的比例为10.7%，比三
国低11~21个百分点；对上网的花费，没给孩子规
定的中国父母比例为14.8%，比三国低9~27个百分
点。

仅知道孩子的上网情况是远远不够的，在网络
使用方面父母还应给中小学生子女多一些提醒。调
查 显 示 ， 日 本 父 母 给 孩 子 提 醒 的 比 例 最 高
（65.6%），其次是美国（40.2%）、中国（31.9%）、韩
国（22.3%）。其中，31.9%的中国父母经常提醒孩子
使用网络的注意事项，少于日本 （65.6%） 和美国
（40.2%）。“基本不说”的父母，中国比例最高
（28.6%），比其他三国高8~21个百分点，比平均值
高出近12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父母在提醒孩子注
意网络危险或使用网络注意事项方面还做得不够。
这说明，父母给孩子定规矩多，但是对孩子上网行
为等方面管理欠缺。

中国中小学生对上网时间、内容的规定遵守
更好，使用规范、费用的规定遵守较差

中国中小学生对上网的各方面规定遵守得好
吗？调查发现，总体来说中国中小学生在上网时
间、内容、规范、费用几方面遵守规定的比例均
在四国内位居第一。比较而言，对上网时间、上
网内容两项规定遵守得更好一些，这两项的比例
均比平均值高出20多个百分点。

不过，父母监督不足导致中国孩子在某些上
网规定方面执行较差。10.6%的中国孩子对于上网
规范是“有规定没遵守”，5.5%的中国孩子没遵守
上网的费用限制规定，在4个国家中比例最高，甚
至高于“有规定没遵守”的平均值。

父母的有效监督对孩子形成良好网络使用习
惯、培养网络素养有重要作用。父母不仅要了解孩
子的网络使用情况，理解孩子的网络使用行为，还
要具体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网络，有节制地使用网
络。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商议双方都能接受的上网
协议，如果能由孩子为主来提出协议内容更好，父
母可以鼓励、监督孩子自觉执行。这也是培育孩子
毅力、自制力、好习惯的方法，父母可通过与孩子
的讨论增加亲子沟通机会，使两代人在相互理解中
共同成长。

本报综合消息

《中美日韩网络时代亲子关系的对
比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
国中小学生使用社交网络与父母聊天的
比例最高（63.8%），社交网络发布的个人
状态向父母公开的比例也最高（68.3%）。

网络为亲子沟通提供了新途径，便于
父母与子女进行即时沟通。调查发现，有
63.8%的中国中小学生经常或有时使用社
交网络与父母聊天，在四国中比例最高，
比其他三国高 6~28 个百分点。其中，
21.9%的中国中小学生经常和父母网聊。
仅15.4%的中国中小学生从不使用社交网
络与父母聊天，在四国中最少，比美国
（49.7%）和日本（46.0%）均少30多个百分
点，比韩国（30.7%）也要少15个百分点。

中国中小学生不仅使用社交网络与

父母聊天的最多，在社交网络向父母公
开个人状态的也最多。随着网络的发展
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中小学生也开
始使用微信、QQ等社交软件，并把自己
的心情、状态发布在朋友圈或个人空间
中。这为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增加了机
会，同时也使一些中小学生感到个人领
地被侵犯。因此，有的人愿意向父母公
开自己的个人空间或朋友圈，也有的孩
子设置了分组或“拉黑”了父母，不希望
父母“随时在线”并“特别关注”。在社交
网络发布过个人状态的中国中小学生
中，有68.3%愿意对父母公开个人状态与
空间，接近七成，在四国中比例最高，比
其他三国高16~35个百分点。

中国学生使用微信、QQ 等社交软

件与父母聊天的比例最高，将微信朋友
圈、QQ空间对父母可见的比例也最高，
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中小学生使用新媒体
与父母进行沟通有良好的感情基础。中
国中小学生对父母从线下到线上的即时
关注、随时沟通并不是很抵触。两代人
在朋友圈、个人空间的沟通，同样具有双
刃剑效应，既能拉近两代人的距离，也有
可能成为两代人沟通的藩篱。父母应把
握好适用原则，尤其注意不要忽略在生
活中与子女的当面沟通，给孩子更多积
极的关注，在不同的生活环节中加强与
孩子的沟通交流，使孩子获得情感满足
与心理支持。父母还要多倾听孩子的成
长烦恼，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拉近与孩
子的心理距离。

中美日韩网络时代亲子关系对比
中国父母听孩子倾述烦恼最少

中国父母对孩子上
网管得太多教得太少

中国中小学生智能手机拥有率超过美日

中国中小学生与父母网聊比例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