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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她为数百万粉丝带来 38 场不一样的育儿直播

从知名主持人到抖音网红，张丹丹漂亮转身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丹丹老师，我的孩子
才两岁多，他喜欢偷东西
怎么办？”

看到抖音直播间里一
名年轻妈妈提出了这样一
个问题，主播张丹丹瞬
间“炸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一
个才两岁的孩子？你知
道偷这个字眼对孩子
来说有多么难听吗？
两岁孩子的这种行
为怎么能简单粗暴
地 定 义 为‘ 偷 ’ 呢？”
直播间里的张丹丹，仿
佛不再是以往荧屏上
那个温文尔雅、睿智知性
的女主持人，而是一个看
到缺乏育儿经验的好友而
怒其不争、直言不讳的“闺
密”。

这是湖南卫视著名主
持人、中国主持人“金话
筒奖”获得者张丹丹在抖
音短视频平台开设的“张
丹丹的育儿经”的直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长期宅家的父母“如何正
确和孩子相处”成了热门
话题。作为有两个孩子的
妈妈，写过育儿畅销书《妈
妈总是有办法》的张丹丹，
凭着多年传媒工作的敏感 ,
从 2 月 4 号开始，在自己
的抖音号“张丹丹的育儿
经”通过短视频开启了疫
情期间对广大年轻父母的
陪伴直播，每天晚上一个
半小时 , 回答年轻妈妈爸
爸们的育儿问题。而且一
经推出，便异常火爆。截
至目前，张丹丹的抖音粉
丝已近 500 万，每场直播，
参与互动的粉丝都有近万
人。虽然这样的热度对张
丹丹这个曾红极一时的主
持人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但是，对于熟悉她的观众
而言，这一年，她成了大
家眼里不折不扣的抖音“网
红”。

张丹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疫情期间实
际上也是难得的亲子时光，

“疫情危机”同样可以成为
难得的家庭教育契机，“这
也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疫情期间的 38 场直播

“骂”过那名说自己两岁孩子“偷

东西”的妈妈后，张丹丹又有些后

悔自己“把话说重了”。她向那名妈

妈道歉，然后耐心解释，为什么两

岁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你’‘我’

的概念都还不是非常清晰，他们只

有一个简单的思想——‘我喜欢的，

就是我的’。这绝不是因为坏，仅

仅是因为孩子的物权概念和占有欲

出现了，而这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

出现的正常心理现象”。

每天晚上，在“张丹丹的育儿经”

直播中，她都要回答很多类似这样

的问题。

在直播间里，有观众问“孩子

因为去幼儿园，哭闹不止怎么办”，

张丹丹回答：“对新环境感到害怕和

恐惧，是人的本能，对孩子来说更

是如此。家长首先要懂得这个道理，

把它看成正常现象，不要因此去埋

怨、教育孩子，而是温和、耐心地

去引导孩子适应环境，逐步学会独

立”。

“从 2月4日起，我们已经做了

38 场直播，每天一场，每次一个半

小时。除了聊固定话题外，我还要

回答父母们关于育儿和家庭教育的

疑问。从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张丹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每期直播，张丹丹都会设置一

个话题——大多是年轻父母在育儿

中正在遭遇的困惑。其中既有“爱

发脾气摔东西的孩子，到底怎么办”

“孩子专注力差，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人经常吼孩子，后果很严重”“陪

孩子写作业，你能做到心平气和吗”

等让父母苦恼头疼的问题，也有“孩

子哄睡方式，你做对了吗”“老人

带孩子在家，发生意外怎么办”“带

孩子时注意这个急救方法，关键时

刻能救命”“宝宝枕秃不要慌，切

勿盲目补钙”等育儿科普。

网络直播
不能“撒向人间都是沙”

“在短视频平台，一定要放下

架子，转变语态，创新内容表达方

式。”在张丹丹看来，一定要用受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话，给受众

实在有用的讯息，“不然就会变成

故作姿态、无病呻吟——也就是‘撒

向人间都是沙’”。

直播中和网友们的即时互动，

是张丹丹觉得最吸引她的地方，这

是以往在演播室和舞台上的她很难

感受到的，“和电视不一样，短视

频的互动是及时的迅速的，来自全

国各地的妈妈朋友们就好像坐在一

个客厅里聊天一样”。“大人经常吼

孩子，后果很严重”那期直播节目，

是通过情景再现的形式，告诉父母

经常吼孩子会给孩子造成自卑懦弱

和易怒两个重大性格缺陷。在这则

播放量400 多万的视频下面，有一

名叫“小葵在哪里”的网友留言说：

“我也经常被家长骂。我看到这个

视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泪水。

不知道还有谁像我一样。”张丹丹

说，这个留言让她“好心疼”，“真

想抱一抱这个小葵”。

在“带孩子时注意这个急救方

法，关键时刻能救命”这期直播中，

张丹丹和一个孩子一起示范了孩

子被异物卡住，造成窒息后所使

用的“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期节

目的播放量达到1600 多万，但下

面网友的留言让张丹丹泪水涟涟。

那名网友说：“我家丫头就这样被

卡住了，到医院也没救过来，要是

早发这个视频，我丫头都可能急救

回来……”

当然，在张丹丹的直播间里，

更多的是让人欣慰温暖的互动。

比如有网友坚持按照张丹丹传授

的方法去做，再看直播的时候表示

“亲子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有网

友看了30 多场直播一直还在“追”，

告诉张丹丹“你和别人讲的不一

样”；有的妈妈按照张丹丹的推荐，

给孩子买了绘

本坚持阅读，

后来欣喜地

告 诉 张 丹

丹，孩子的

表达能力和

想 象 力 都

增强了。

凌晨四点，
她为何嚎啕大哭

“张丹丹的育儿经”诞生

于 2019 年 4 月底。彼时，湖

南娱乐频道 MCN（指多频道

网络，即一个联合诸多自媒

体，可以在制作、交互推广、

合作管理、变现等领域向子

频道提供帮助的组织）正打

算培养母婴领域的“意见领

袖”，他们找到了已是两个孩

子妈妈的张丹丹。

于是，张丹丹一改过去

的主持人形象，在直播间向

观众传达起自己身体力行的

育儿心得。尤其是疫情期间，

每天直播要一个半小时，“身

体很累”，但她乐此不疲。

这份热情，源于张丹丹对

“妈妈”这个角色的感同身受。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也

有过“至暗时刻”。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凌晨，

“困得想撞墙”的张丹丹从

温暖的被子里爬出来，抱着

刚刚 4 个月的儿子给他喂奶。

吃完奶后，儿子沉沉睡去，

她独自坐着，突然鼻子一酸，

眼泪簌簌地流下来，“情绪就

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水里，扑

通一下炸开来，我无法控制

自己，嚎啕大哭”。

在旁人看来，张丹丹是

一个传统意义上很幸福的

人——夫妻恩爱，家庭美满，

丈夫是爱人也是同事，彼此

有着说不完的话；她事业有

成，获得过“金话筒奖”“全

国三八红旗手”等诸多荣誉

……“我没有任何理由哭，

那我为什么要哭？为什么那

一刻觉得我的人生近乎绝望，

没有人可以拯救我？”

稍稍平静下来的张丹丹，

理智地分析了自己突然的崩

溃——产后孕激素下降引起

的情绪波动。看着眼

前这个小生命，想

想曾经走过的和即

将面对的，一个念

头冒出来——她希

望把她在育儿中的

体会和经验，分享

给和她一样曾经在凌

晨四点孤独哭泣的妈

妈们，“我想让她们

知道，她们不是孤独

的。所有的困惑、焦

虑、疲惫、无助，甚

至不时出现的绝望，我

都懂。我想把我陪伴孩

子成长时琢磨出的方法

分享给大家，我想和曾

经被无力感包围的女人

们说说心里话”。

“0~7岁，
请陪伴你的孩子”

除了分享育儿经验

和体会，解答疑惑与

问题，张丹丹在直播

中聊得最多的另一个

内容，就是如何培养

孩子的阅读习惯。“很

多父母给孩子买故事

机代替阅读，甚至让

孩子过早接触手机，

这是有害的。”几乎看

遍了市面上儿童绘本

的她经常跟父母们强

调，儿童绘本是比较适

合孩子阅读的图书形

式，有利于培养孩子

的认知能力、观察能

力、想象力、创造力等。

另外，儿童绘本不仅

适用于孩子，成年人

看绘本也有疗愈作用，

所以家长和孩子是可

以一起看的。而她所

推荐的绘本，经常在

短视频平台上卖到断

货，“希望能够通过我

的推荐，让更多家庭

受益”。

在直播中，经常能

看见张丹丹苦口婆心

地强调亲子关系和家

庭教育的重要性。多

年媒体人的工作经历，

让她看过太多反面例

子。在她看来，0~7 岁

是孩子的关键成长期，

“如果你的工作真的非

常重要，如果非要有

一个时间段要你不顾

一切拼尽全力的话，

请不要选择孩子的这

个阶段。因为这个阶

段的养育是事半功倍，

如果7岁之后再回归和

陪伴你的孩子，那就

会事倍功半。我不希

望父母错过孩子最重

要的成长时光，所以，

在这一段疫情陪伴直

播中，我一直在‘掰

开揉碎’地讲清道理，

大声提醒大家，希望

能喊醒一个是一个”。

除了知名主持人的身份，张丹丹
还是有着一个 7 岁女儿和一个 2 岁半
儿子的妈妈。

→“带孩子
时 注 意 这
个 急 救 方
法，关键时
刻能救命”
这 期 直 播
的 播 放 量
达 到 1600
多万次。

扫一扫，
看张丹丹面授

“育儿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