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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对的
□橘子
小姑娘的外婆脾气暴躁，小姑娘
的妈妈和外婆偶尔会发生争吵。有一
晚上，小姑娘眨着大大的眼睛疑惑地
问母亲:
“妈妈，你和外婆吵架，到底谁
才是对的呢？”
小姑娘的妈妈愣了一下，扫了一
眼桌子，接着拿起一圆柱形包装的茶
叶罐，轻轻抚摸她的面颊，
柔声细语地
问:
“宝贝，咱对着罐子从上往下看，
你
看到啥形状呢？”
小姑娘妈妈边说着边
让孩子和她一起俯视茶叶罐。
小姑娘答:
“妈妈，我看到了圆形，
是吗？”
妈妈说:
“对的。宝贝真棒。那咱
往这个方向看，是啥形状呢？”妈妈又
调整了视觉角度，这回是往侧面看的。
小女孩兴奋起来:
“妈妈，
这样看，
又变成圆柱体了。”
妈妈开心地点点头，说:“ 其实外
婆和妈妈都没有错，
只是一件事情，
我
们看的角度不同而已。就像这个茶叶
罐，我们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呢，它是圆
形 。 当 我 们 侧 看 的 时 候 ，它 是 圆 柱
体。两个答案都对，只是妈妈和外婆
在一些事情上看的角度不同，所以意
见不同。
”
妈妈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引导
着孩子，
小姑娘灿烂地笑了，
“妈妈，
我
明白啦。
”
一副豁然开朗的样子。
妈妈看着孩子会心一笑，说:“ 但
是外婆年纪大了，妈妈还是要多站在
外婆的角度去看问题呀。这是妈妈以
后要多注意的地方。”
妈妈继续解释:
“就像外婆俯视看
到的是圆形，妈妈侧面看到的是圆柱
体，可外婆是妈妈的母亲，外婆老了，
挪位置没妈妈快，所以妈妈应该陪着
她俯视看茶叶罐的形状。站在她的立
场看问题呀。”我想，最后这段解释对
于六七岁的孩子，还是勉强能懂的吧。

理智应对孩子的“坏行为”
□晓伊
随着年龄的增加，孩子在一天天懂事，你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少操点心了。可是，有时候你却发现，孩子经常做出
一些反常、不乖的行为：
打断他人的谈话，
甚至是无视你所说的话……
这些行为或许让你上火，或许让你困惑，或许感到无助，但是别着急“以暴制暴”，不如问问孩子他的真实想法。
这些行为都是能找到原因的，
只要对症下药，
会有所转机。

场景一：淘气鬼
■行为 1：化妆品刷墙
3 岁的儿子太淘气了，一眼没看牢，他就
把我的化妆品、牙膏挤到墙上
“刷墙”
，把摩丝
喷满房间，
说是
“下大雪”。
专家解密：你有一个充满创意并敢于尝
试的儿子。千万不要骂他，如果你“制止”成
功，
你可能扼杀了一个
“爱因斯坦”
!
支招：他对探索自然感兴趣。请和他一
起把家里某处变成实验室，带他做实验，
观察
变化，并提供丰富的科普读物。最好，从此你
对科普也产生浓厚的兴趣。
■行为 2：用虫吓姐姐
儿子知道小表姐特别怕虫，他就会抓蚂
蚱甚至蟑螂放到姐姐头上，弄得姐姐哭叫。
专家解密：
这是儿童的恶作剧，
也是儿童
的幽默。他要的就是“姐姐尖声哭叫”的效
果。须知，
幽默是智慧、乐观，
不可粗暴扼杀。
支招：常带孩子看幽默漫画，讲幽默故
事，同时关照孩子使人生气、害怕的行为“不
可以”
。平时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
也可运用
幽默的技巧。
■行为 3：
故意做坏事，
还做鬼脸
吃饭前让 4 岁的女儿放全家人的筷子，
她却故意将筷子丢到地上，我指责她，她还自
得其乐地向我做鬼脸。
专家解密：有两种可能，一是不愿做，二
是想以此引起父母的注意。特别是有客人
时，
孩子有时会感到被忽视，
而故意
“不听话”
引起大人注意。
支招：
对她的鬼脸不予理睬，
平静坚决地
要求她把筷子捡起来。若孩子坚决不捡，也
不要坚持，
自己处理好，
饭桌上权当没发生这
一幕。因为即使 2 岁的孩子也会产生内疚
感。事后沟通，
让她知道，
生气时可以扔靠垫
(不会摔坏)。想要大家注意，可以用语言表
达，如“我觉得没人理睬我!”平时不要忽略孩
子被注意的需要。

场景二：闹脾气

要喝水
□猫三
女 儿 快 五 岁 ，已 经 自 己 睡 小 床
了。有时候半夜想喝水，懒得自己去
拿，就会叫我“妈妈，我要喝水！”我如
果醒着就会过去给她拿水杯。
有一次早上起来，她和我抱怨说
昨晚叫我好久我都没来，我说对不起
啊妈妈可能太累了，睡熟了就什么都
听不到了，下次如果你叫不醒妈妈，
你
可以自己去喝水吗？她说好吧。
昨天晚上忙做事很晚才睡，才躺
下没一会，就听到她喊我“妈妈，我要
喝水！”我实在太累了，心想孩子大了
也懂事了自己会去喝水的，我就没有
回答她。
她喊了好几遍，我都没理她。我
听到了她窸窸窣窣起床的声音，很欣
慰，孩子终于长大了。
然后我就听到了她穿上拖鞋，吧
唧叭唧走到厨房，打开冰箱吃冰棒的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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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1：耍脾气
儿子玩起电脑游戏没完没了，我说：
“别
老玩，眼睛会弄坏的。”他头也不回地说：
“你
真烦，烦死了。”
专家解密：
孩子嫌父母烦，
是因为他必须
停止玩游戏，且即使不停止也势必玩不成。
而顶撞的言语是家人的版本。
支招：
与孩子约定玩电脑的时间，并用闹
钟或计时器予以控制。必要时父母轻拍孩子
的身体给予提醒。平时，要特别夸大地表扬
他如何有自控力，
予以强化。
■行为 2：
顶嘴
4 岁的儿子能说会道，说一句顶 10 句，
且振振有词。如玩具不收好就去看电视，我
说：
“不收好不能看电视。”
他说：
“我有权决定
什么时候收拾玩具。”我气得关掉电视，他就
叫起来：
“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
专家解密：孩子的话本质没有错。只是
欠缺尊重父母，
但前提是父母也没有尊重他。
支招：
在孩子回答
“我有权决定什么时候
收拾玩具”
后，
父母可以不再言语。事后与孩
子讨论：
父母希望他立即收拾玩具，
他是否应
该接受?他希望什么时候收拾玩具，
父母是否
也可以接受?
■行为 3：批评就摔门
每次批评女儿时，她会在你面前“砰”地
把门重重关上。
专家解密：
这是个模仿力强、对人际关系
敏感的孩子。若处在良好家庭人际环境中，

孩子的人际能力将得到卓越的发展。父母忽
视家庭人际(夫妻之间、与长辈之间等)沟通
或大人之间戏谑、嗔怪的行为，
年幼孩子看到
的是表面，
而孩子的模仿性很强，
就学会了。
支招：成人之间互相关爱，互相理解，多
做正向沟通。孩子将很快学会并反馈给你，
令你欣喜万分。

场景三：索取无度
■行为 1：
不断要新玩具
家里玩具成堆，
可儿子还不断要买。
专家解密：
这样的孩子有很强的探索欲，
同时喜欢新玩具，这也是孩子普遍的心理。
但孩子真正在意的不是玩具是否“新”，而是
一种“新”的玩法，这是孩子探索的需要。此
外，
这与父母购置玩具的特性也有关，如漂亮
的玩具汽车只能开来开去玩，孩子玩两天就
厌了;若是可拆装可变换造型的汽车，孩子就
能反复琢磨玩。要是父母再加以引导和鼓
励，
孩子就更能玩出创意玩出名堂。
支招：
多提供结构性玩具，
让他们拼拼拆
拆。引导孩子旧玩具新玩法或把废弃物当玩
具，他也会兴致勃勃的。如把旧报纸揉成球
当足球踢，
孩子一定大为开心。
■行为 2：缠人撒娇
女儿常提出种种烦琐的要求并夸张地诉
苦。比如说好上街要自己走，可到时她准会
哭哭啼啼地说：
“我脚痛，要背(要打的)……”
睡前故事讲好，
该熄灯了，
她又嚷嚷着叫我过
去，
一会儿说怕黑，一会儿想喝水……
专家解密：
早期母子依恋没得到满足，孩
子就可能特别粘妈妈。
支招：
妈妈要注意主动亲近孩子，而不是
在孩子粘你的时候才予以满足。如果必须由
孩子粘你，你才注意她，那么，她就会粘你。
每天约定一个特定时间，让孩子知道这个时
间妈妈属于她。如果孩子总是处於不知妈妈
什么时候会陪伴她的焦虑状态中，妈妈一旦
被她
“逮住”
，
自然就不肯放手。
■行为 3：
霸道的孩子
在儿子眼里，玩具永远是别人的好。别
人骑木马，
竟会把别人拽下来，
自己骑上去。
专家解密：若孩子 2 岁，这种行为属于正
常，4 岁值得注意，8 岁就是霸道。说明家庭
教育存在问题，孩子自我中心没能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逐步减少，仍然停留在 2 岁的水平
上，
认为支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
支招：
态度坚决、口气平和地制止抢夺行
为，但不能训斥打骂(不可以暴力对待其半暴
力)。孩子哭，就让他哭一会儿，事后再就事
论事讲道理。给孩子温暖的关怀与理智之
爱，
这种氛围会让他不轻易动武，
且不可事事
以他为中心。

场景四：拒绝环境变化
■行为 1 ：
上幼儿园哭
周一早晨上幼儿园，
总要哭闹一番……
专家解密：
这是分离焦虑，
多发生在刚入
园或因病长时没上学的孩子身上。若非上述
情况，原因就比较复杂，可能是老师、小朋友
令他不愉快，
甚至害怕，
也可能是孩子自身依
赖性太强，
不习惯幼儿园环境对孩子独立、规
范的要求。
支招：
和老师沟通，
老师对孩子是否喜欢
幼儿园起关键的作用;若是孩子自身的问题，
在家要逐步培养其独立性。比如孩子在家吃
饭要喂，
那么，
他会因
“吃饭”
的挫折感而想赖
学。改变就要从家里做起。
■行为 2：
当众大哭大闹

在超市排队付账，女儿看到架子上的巧
克力，闹着要吃，我不理会，她就大声哭叫“我
要吃……”
专家解密：抗拒诱惑不是容易的事，但自
控能力可以培养。若孩子因哭闹而得到满
足，
TA 将学会以哭闹要挟你，
控制你。
支招：倾听孩子并适当满足他。若肯定
不能满足他，就不要带他去超市。诱惑琳琅
满目，孩子若什么都不要，也非正常现象。
■行为 3：要玩，
不肯回家
每次带儿子去游乐场，他都哭着赖着不
肯回家，
弄得我们筋疲力尽。
专家解密：这种孩子精力特别旺盛，玩性
特别强或是平时玩得太少而玩起来不肯收
场，这是人的天性。玩兴正浓时让孩子离开，
无疑需要巨大的意志力。请理解孩子。
支招：让孩子尽可能尽兴玩。平时给孩
子更多的户外运动机会，使其充沛的精力得
到释放。提前告诉离开时间(如再过 10 分钟
回家)，给孩子一个心理准备，会取得较好的
合作。平时，父母要强调并做到“说话算数”，
还要夸大地表扬孩子如何遵守约定。

场景五：情绪化的反应
■行为 1：
反驳有理
女儿聪明伶俐，为达到目的会以各种理
由说服我们，如：为什么不?我们可以……我
觉得很难对付。
专 家 解 密 ：这 是 一 个 爱“ 说 道 理 ”的 家
庭。孩子不能理解不同场合人们的行为需要
弹性和灵活性，他们受思维发展(思维刻板性)
和生活经验的局限，运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推
理(转导推理)，并据此反駁父母教育理念的自
相矛盾”
。
支招：减少笼统的大道理说教，注意具体
事情具体要求。父母可用日常生活中孩子经
历过的事例，以故事形式具体指导孩子的行
为，
逐步发展孩子的思维。
■行为 2：
情绪戏剧化
女儿情绪非常戏剧化，刚见到小朋友时
会欢呼着冲过去，但转眼又哭著来找你，一会
儿说找不到玩具，一会儿又告状。
专家解密：每个孩子的气质、情绪稳定性
都会有差异。一般而言，孩子越小，情绪稳定
性越差，成熟也意味着情绪稳定性提高。父
母要检视自己的情绪状况，神经质的父母很
容易带出情绪不稳定的孩子。
支招：父母务必情绪稳定，视变不变，视
乱不乱。处理事情态度温和但坚定，以健康、
稳定的人格去潜移默化影响孩子并帮助孩子
学习控制情绪。同时要准备打持久战。所
幸，孩子的可塑性很强，随着年龄增大和良好
的教育，
其情绪稳定性将逐步提高。
■行为 3：
不理你
说好午睡起来去公园，可午睡时间到了，
儿子还在玩，我们一遍遍催促他：
“宝宝乖，赶
紧上床，要不来不及去公园了。”可他就像聋
子似的，
毫无反应。
专家解密：要看到很好的一面，注意力集
中，并有很好的对策“不予理睬”。这样就不
会被轻易干扰。时间是抽象的，幼儿普遍缺
乏时间观念，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支招：日常生活是有作息时间的。父母
需要制定规矩和运用策略。如给孩子有限选
择“要么睡午觉，可以去公园；要么继续玩，不
去公园”，视孩子的游戏内容而定，如他正在
搭火车，就说“晚上到了，旅客和司机都要睡
了。”
“下一站是儿童公园，大家睡好了有精神
玩”等。如果孩子的游戏内容难以暂时告一
段落，则应允许其完成(不可随意打断孩子的
游戏或活动，因为培养注意力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