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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之中最宝贵的时期,儿童时期的生活环境影响着儿童的性格心理,甚至
会影响成人之后的心理健康。原生家庭是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原生家庭的家庭氛围、生活习惯、家人
相处模式等等方面会影响儿童的性格。本文从多个方面探讨原生家庭在塑造儿童性格中的重要作用,
引导父母重视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心理影响,让父母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营造健康温馨的家庭氛围,让儿
童获得一个美好快乐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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