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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孩子子重重要要的的性性格格培培养养，，你你做做对对了了吗吗？？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把

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具有坚
强的意志、具有独立解决
问题的能力，拥有良好的
人际关系，具有良好的学
习习惯，自信大方、善良
勇敢、内心快乐，有爱心
的人。事实上在孩子人生
的头三年对他是至关重要
的，无论是在免疫系统的
发展完善方面、还是在人
格的健全发展、智商和情
商的全面发展方面，毫不
夸张的说每一天对于宝宝
来说都是很重要。

错把知识灌输当早教

人们常说三岁以前是
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
不是让孩子学会多少知
识，而是心理成长最重要
的时期。心理成长才是早
教的重要内容，健康的心
灵是一生幸福的源泉。这
个时期溺爱孩子，以孩子
为中心，让他吃独食，为
他包办一切事物，不尊重
他，轻易地提前地满足他
物质的需要，而忽略他内
心的感受等等，这种重物
质满足轻精神滋养的方
式，只能培养出一个不健
康不独立的孩子。不要教
孩子，只要示范。对于不
教孩子，这个说法在大部
分人刚刚接触之初表示并
不理解，但是经历一段时
间，通过大量的观察和实
践才明白孩子真的不是

“教”出来的。

一定要让孩子爬行

学步车对宝宝的健康
有百害而无一益。学走路
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
碍，掌握技巧保持身体平
衡 ，学 步 车 不 需 要 这 么

“麻烦”，轻轻松松稍一触
碰即可溜出很远，这使得
孩子难以克服心理障碍适
应自已学走路这个辛苦的
过程。所以用了学步车的
孩子更慢学会走路就是这
个道理。另一种情况是：
用了学步车的孩子脚部肌
肉定型成踮足，父母常常
得花费很长时间让宝宝学
习整个脚掌着地。用了学
步车，孩子爬行的机会大
大减少。很多老人常常很
得意“我的孙子不用爬，
直接走路，真厉害！”

他们不知道，人类一
定要经过爬行发育才健
康。没有爬行的孩子，身
体协调性不好，影响生活
和运动。前庭神经发育不
良，影响未来的阅读、写
作 ，也 会 阻 碍 语 言 的 发
展。

正确处理孩子的哭
闹情绪

喜、怒、哀、乐、恐惧
等都是老天赋于人类的正
常的情绪表现。我们成年
人总是喜欢高兴的事，对
于啼哭常常觉得很烦。孩
子的哭泣需要我们耐心去
感受，而不是一味地对孩
子说“不要哭，不要哭”，
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哭是
他内心矛盾和冲突的释
放，不是坏事，成人只要
轻轻地拥抱他，抚摸着他
的后背，第一句话说“哦，
宝贝，妈妈知道......(刚才
发生的什么事)，你非常难
过，妈妈理解你”“哦，宝
贝，妈妈知道你摔疼了，
还 有 一 点 点 吓 到 了 是
吗”，这是共情，表示我们
理解他，接受他的悲伤是
调整他的情绪的开始。第
二句话一定要说“妈妈知
道你不开心”，这样一说

他会很快开心起来的，第
三句话是“妈妈爱你，妈
妈理解你”。最后能配合
三次深呼吸，让孩子把不
愉快的感觉呼出去效果更
好。如果您学会这些，您
的孩子可能眼泪还挂在脸
上就跑开找小伙伴去了。

我们在养育小男孩时
最经常说“男孩子，哭什
么 ！”“ 羞 羞 ，男 孩 子 还
哭！”男孩子在儿童时期
释放他的悲伤情绪时，常
常被成人阻止，慢慢地长
大后，他有悲伤也不知道
如何释放，喜爱也不懂表
达，所以让丈夫说声爱你
有多难，相信很多妻子都
有同感。也就是说这样的
男孩成年进入婚姻之后，
他一定无法与妻子进行良
好地沟通，将影响婚姻品
质 。请 各 位 爸 爸 妈 妈 想
想，如果您的儿子未来婚
姻生活可能因此不幸福，
您还会制止小男孩的哭泣
吗？请无条件地接受他的
悲伤！男孩哭泣不是丢面
子的事！许多时候教育方
法的实施要善于观察总
结，而不是一以概之。

不要给孩子传递负
面信息

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向
别人诉说孩子的种种“劣
迹”。比如很多妈妈常常
在客人面前说，“他就是
这样胆小！”“他就是不爱
吃饭！”这样你在暗示你
的孩子：你期望他成为这
样的人。他会朝着你期望
的方向达成结果：他一定
越来越胆小，越来越不爱
吃饭。语言的暗示力量是
巨大的。如果装作偷偷说
给别人听，但又让孩子听
到：“你知道吗，我们宝宝
今天玩秋千时表现特别勇

敢！”“你知道吗，我家宝
宝今天自己吃了满满一碗
饭。”这样会在孩子心里
传递一个信息：“啊？妈妈
说我勇敢？是吗？嗯，我明
天还会更勇敢的！”“啊，
妈妈这么高兴，好，明天
我再吃一大碗。”这就是
积极的暗示，能直达孩子
的潜意识，影响巨大。

不要威胁孩子“再吵
闹，妈妈不要你了。”这是
最 大 的 威 胁 ，最 深 的 恐
惧。因为幼小的孩子离开
家庭，他是无法生存的。
妈妈对孩子的语言冷暴力
是造成孩子不良性格的开
始。正确的说法是：“请安
静，妈妈爱你！”其它让孩
子感到一切外部事物会伤
害他的话都不能说。

特别强调：坚决杜绝
说以下的这些话：“不要
吵，再吵警察来了。”“再
闹，医生来打针了。”“快
睡，大灰狼来了。”如果你
不这样威胁你的孩子，他
外出时就会落落大方、活
泼开朗、健康自信。

注意：千万不要和孩
子开恶意的玩笑“你妈妈
不 要 你 了 ，她 不 来 接 你
了”。对孩子说这样话的
人，你一定要让孩子远离
他 ，这 种 玩 笑 话 十 分 恶
劣，对孩子的安全感的构
建极为不利。

不要对孩子说“听话”

让孩子愉快地遵守规
则，将规则内化到心中，
成为他一生遵守的信念。
中国的家庭教育、社会秩
序中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
行为规范，但遵守者廖廖
无几，这是为什么？是中
国人天生不守规矩吗？是
我们教育过程中不谈规则

吗？肯定不是。随着这几
年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睁
眼一看，我们和世界文明
原来有这么大的距离。只
要 没 人 监 督 ，我 们 就 犯
规，还心存侥幸“应该没
有人看到吧？”这到底是
为什么？

我们从小被别人监督
着长大，小时候在家听爸
爸妈妈的，时时被提醒不
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上
了学，听老师的，遵守这
个遵守那个，孩子从来就
没有机会自行判断，在自
我成长的过程中应自发地
遵守的规则。

冲击规则是孩子在试
探我们的底线，其实就是
遵守规则的开始，我们要

宽容地对待，提醒他“你
忘了什么？”，而不是批评
他，给他压力。“你怎么忘
了”也不能说，“怎么”这
两个字会对孩子形成压
力，有责备的意思。同时，
我们应当充分地尊重孩子
自发的探索行为。当孩子
自发的探索行为得到我们
的尊重时，他就会开始遵
守我们给他设定的规矩，
也就是说他将学会有智慧
地顺从他人，这时候纪律
的曙光就出现了，规则就
内化了。内化的规则将伴
随孩子终生，而且非常愉
快非常容易地遵守这个内
化的规则。

（红黄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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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孩子子打打人人你你还还HHOOLLDD得得住住吗吗？？
对于1-2岁的孩子来

说，攻击行为是非常普遍
的，有时候孩子打人看不
出有任何理由，所以有的
孩子高兴了打人咬人，他
们常常怀有一种玩的心理
去试探自己的行为能力，
或者试探大人们的反应，
打完人后他们呢就等着看

“好戏”，对他来说打人是
正在进行的一项重大试
验。

另外孩子打人也是代

有强烈的情绪因素在里面
的，想一想孩子生活的世
界，就会发现宝宝每一天
都在掌握各种新的技能，
遇到他们不熟悉的各种事
情，因此打人成了孩子表
达挫败感或者是承受打击
后的复杂情感的一种方
式。

其次打人是因为无法
用语言表达：4岁到孩子玩
具被抢走后会说：还给我！
1岁的孩子不会说话，不知

道该怎么办，于是就用拳
头来代替语言，而且1、2岁
的孩子也意识不到打人会
伤害别人，即使大人告诉
他会疼，这么大的孩子也
没有自控能力。

解决办法：
1、首先保持冷静，当你做
出了榜样，孩子会向你学
习在紧迫关头保持耐心.
2、表达你的想法和感受，
关心一下被打的孩子，向

打人的孩子解释一下打人
使其他人受伤了，告诉他
被打的小朋友很疼，小朋
友的父母也很伤心，让他
知道大人的后果。
3、强制道歉不可取，父母
可向被打的孩子主动道
歉，表示关心效果好
4、建议孩子用正确的其他
方式代替打人行为。
5、表扬孩子的积极行为，
鼓励他做的对。
6、往复循环，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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