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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错把知识灌输当早教，总是用“教”的方法引
起孩子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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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认为
我在瞎说，这个说法在我刚刚接触之初也不理解，我经历了整
整两年，通过大量的观察和实践才明白孩子真的不是“教”出
来的。举个例子：当客人和小宝宝打招呼时，孩子没有回应，
成人通常出于礼貌和面子，都会督促说“叫啊，怎么不叫阿
姨，怎么不回答，你应该叫阿姨呀，你这孩子就是这样”等
等，这样做就是教，教就会给孩子压力。如果一边教还一边指
责，那更是折磨孩子。我们只要模仿孩子的口气回应即可：“
阿姨，你好！”或者是“阿姨，再见！”“谢谢奶奶，我吃过
了。”等等。这就是示范，而不是教。

手指灵活的孩子大约18个月就可以开始练习穿鞋子，如果
孩子穿反了，大部分家长都会说：“错了错了，左右错了。”
左右错了？以小宝宝的能力来说，是没有对错的，告诉他错了
会给他压力，我们说话的口气会让她紧张：什么事，妈妈干吗
口气这么不好？只要平静地告诉孩子：“两只鞋交换一下”。
这是把正确的做法告诉他，这样就行了，不要去“教：这是左
边，那是右边（孩子大脑很简单，接受正确的指令就行了，太
复杂他接受不了。）”据我的经验，一两个月的提示之后，孩
子就会穿鞋，而且左右不会错。

操作玩具时，也只要示范，“宝宝，看妈妈做”，妈妈放
慢速度做展示，之后，给孩子时间和机会，让他自己反复调整
反复操作，不要打扰他，不要在他发生一点点错误的时候喋喋
不休地提示“错了错了，不是这样做”。这样孩子就失去了外
部信息内化的机会。如果一切都是你教的，一旦没人教就失去
方向，往往孩子的自我学习能力就是在我们的教当中失去的。
孩子们的专注力就是这样被我们破坏掉！我们应该做的是耐心
地等待，等待他自我调整，而且一定不能批评。足够的爱和尊
重，孩子甚至有自我教育的能力。

三、正确处理孩子的哭闹情绪，是建立良好性格的
开始。

喜、怒、哀、乐、恐惧等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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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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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法我屡试不爽，非常见效，
别人常笑我，毕竟是做早教的，孩子让你一哄就好。其实这方

我最敬佩的人是我的好朋友。
她是一个勤奋，好学，爱钻牛角尖

的女孩！她圆圆的脑袋，高高的鼻梁上
架着一副眼镜，说话的时候，总喜欢学
大人的模样，把眼镜往上推推，一副大
博士的风度，惹得同学们直笑。她那又
黑又亮的眼珠一转，脑袋里就会又多出
了一个问题，怪怪的主意。还有，她的
小嘴特别厉害，直话直说，从不饶人。
她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不仅学习
成绩好，而且在文娱和体育活动方面，
样样都不比别人差。不过，她最突出的
就是拉中提琴。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学。有时候在班上，她会给我们演奏一
些曲子，那琴声实在是太动人了！

让我最佩服的是她的好学精神和优
秀的成绩。对于学习，她总是喜欢打破
沙窝门到底，直到彻底弄明白为止。有
一次，我在书上看到了一道难题，觉得
很有意思，于是我就把它抄了下来。想

去考考我们的“小博士”。我见到她，
特意叫她教我做这道题。过了一会儿，
她什么也没有做，我得意地笑了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她还是没有做出来，却
把我的本子拿走了。突然间，她又马上
跑回来问我怎么做。我说：“我哪知道
啊！这道题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于是
她就缠着我，要看那本书。我把书给她
了，自己就在一旁做作业。大约过了十
多分钟，她突然跳起来：“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我不以为然还在一旁笑
她。可她说：“我已经知道那道题怎么
做了，要不要我教你啊。”于是，她就
像老师一样一步一步地告诉我该如何解
那道题。

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我真的
很佩服她。一想到她，我就会觉得自己
要努力加油，不能输！她的多才多艺，
勤奋好学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董 安 琪 龚 宁 美

我很佩服武则天。自从我看了
《至尊红颜》以后，我就很崇拜她。
虽然她的手段是狠了一些，可是她这
么做也挺不容易的。她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她能
够一个人管理朝政，还管理的那么
好。虽然得到江山的方法不是很光明
磊落，可她治国的能力的确是比她的
丈夫强多了。

武则天是用了很卑鄙的方式跟她
的儿子们抢夺皇位，可那不代表武则
天治国治的不好。相反，她区区一个
女子，管理国家却做得比先帝还要
好。不过要是说起她的坏处，那也可
多了！历史上说，她为了夺取皇上的
宠爱，甚至害死自己的妹妹。历史上
还说，她为了夺皇位，连她的亲生儿
子也要处死。有一些人说武则天是蛇
蝎心肠， 说她比蛇蝎还要毒三分。

虽然人们对武则天的功过和为人
有很多争议，但我还是很佩服她。

林 嘉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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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最 崇
拜 的 人

郑 婷 娜 
残疾的奥运选手们是值得我们赞美和佩服的

人。 他们勇敢地奉献自己的整个身体和精神，挑
战自己的命运，他们不愧被称为激情的定义。这些
奥运选手们每天都要忍受痛苦和疑虑，他们向人们
展示，他们可以克服任何困难，表现出从自己所热
爱的事业中感受到的幸福。残疾人奥运选手显示了
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当人们失去希望时，看到这些
奥运选手们，就能从中寻找到克服困难的灵感。

我很佩服这些残疾的奥运选手，佩服他们坚强
的意志和激情。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最佩服的人就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在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现

在她在Depauw University教拉丁语和罗马历史。她
以前小时候在中国上学时总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她
上的还是中国盐城最好的中学。我希望自己长大以
后像我的妈妈一样，能到美国的一个好大学学习。 
妈妈一直都对我说要努力学习，这样才能争取进入
一个好的大学，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也想要我

的孩子把我
当成他们最
佩服的人，
不过目前我
要努力当班
上最好的学
生，这样就
能够走在成
为最好的最
棒的人的路
上了！

林 家 明
我佩服我的父母。他们来到美

国时，一点英文都不懂。他们要在
一个新的地方生活，谁都不认识，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可他
们却努力地勇敢地在这个陌生的地
方奋斗着生活着。要是我，可能我
就会觉得太难了，会想要回到中国
去。所以我最佩服我的父母。

林 添 莺
我佩服我的妈妈。她在中国长

大，很能吃苦耐劳。外婆外公和妈
妈都很辛苦地做工，赚钱以后来到
美国。妈妈十七岁就到纽约的工厂
里做工，每天晚上七点去上班，早
上三点妈妈下班以后，她只有三个
小时睡觉，然后去学校上课。虽然
妈妈做工很忙，睡觉时间很少，但
她还是非常努力刻苦地学习。妈妈
在班上是第一名。我也要跟妈妈一
样。我佩服我的妈妈。

张 晓 松
我佩服军人，因为他们都很勇敢。当兵需要经

过很艰苦的训练，每天早上要很早起床，不可以睡
懒觉。他们要不顾一切地冲锋打仗，有时还会在战
场上牺牲。军人们有一种不放弃的精神，他们会在
很困难的时候为了自己的祖国而战斗，把敌人打
败。这些军人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还帮助人民
做很多事
情。我们
要感谢他
们，也要
向他们学
习，学习
他们的勇
敢战斗的
精神。

法不是哄，是共情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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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的婴儿一旦啼哭我们常常口中应叨着“来啦来啦”
就十万火急地冲过去，这样不好，孩子会养成控制大人的心
理。应该用轻松而平缓的语调说：“饿了是吗？妈妈来了”；
一旦孩子挣扎哭闹拒绝某件事就用妥协的声音“哦哦哦，不要
不要就不要”，其实应该用平缓的口气说：“好，现在不要，
我们等会儿再......(做某件事)”。不要让孩子觉得他可以用哭
闹控制大人，可以随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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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什么两至三岁的孩子越制止他越爱打人，因
为攻击行为是大部分孩子必经的成长过程。

两岁多至三周岁时的大部分孩子常常出现打人的现象，成
人千万不要说“不要打人”“你怎么又打人了？”这是没有任
何作用的。这使得孩子认为这个动作可以引起成人的注意，越
发反复出现打人动作。

大多时候是因为孩子处于口、手和脚的敏感期，他热衷于
用口、手、脚探索世界，认识事物，探索的范围当然会包括他
人的身体，于是出现了“咬人”、 “打人”、“踢人”等攻
击行为。

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还没有掌握人际互动的方法。当他的
语言还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思维的时候，情急之下常常出现
用有冲击力的身体动作替代。他可能只是表达“你让开别挡着
我”“你不要弄我的东西”，但是话未出口已伸手推搡或抢夺
过来了。

有的孩子严重缺乏安全感，通过攻击别人发泄不良情绪，
或者想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成人要做的是，不要给他贴上标
签“你是个坏孩子会打人”，只要不强化，在他打人时，向对
方家长和孩子致歉，及时把自家孩子抱住不让他继续出现攻击
行为，平静地离开。同时，及时调整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给
予他充分的安慰。这个阶段的孩子讲道理是百分之百没有用
的。

同时被冲击到的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冷静，不要认为自己的
孩子是被欺负了，很多孩子是通过肢体冲撞来交往的，要理解
对方的孩子不是故意的也不是品德有问题。如果认为自己的孩
子被欺负，会使得孩子养成受气包的性格，会一辈子都受人欺
负。回家也别向家里人诉说孩子被某某某打了什么的，这些都
使得孩子觉得我就是容易被人打，他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不
好让别人不喜欢，这样会形成胆小懦弱的性格。正确的做法
是，接受对方家长的道歉，对这个孩子说“你是个好孩子，我
知道你只是想和我们家宝宝玩（可以根据情况换个字眼），你
们俩握握手吧。”

三岁以后，孩子慢慢懂事，如果还打人，就要深层次地探
究他打人的原因（是不是有家庭暴力等），消除根源，同时在
他每一次攻击别人时，告诉他“不可以”。注意我用的是不可
以，而不是不可以打人，不要把负面的信息加进去。只要孩子
出现负面的行为，第一原则，淡化淡化再淡化！切莫强化！

读懂婴幼儿心理学不要随便责怪孩子
孩子天生爱尝试并重复那些能产生有趣、刺激后果、引起

成人注意的行为。正确的做法就是让行为后果变得毫无意义，
他自然就放弃了。

五、我们何以把孩子当成马戏团演员？成人所不欲，
勿施于童。

  许多家庭家里来客人时，就招呼孩子：来来来，唱首歌，
跳个舞。这是极不尊重孩子的行为。不要让孩子在客人面前表
演节目，这会使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将所有的注意力用于取悦
别人，成年后，一旦别人不认可他，就会使他遭遇巨大打击，
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内在的能力。

“你叫什么名字”如果孩子有机会选出最令他们讨厌的一
句问话，这句一定排名榜首。请成年人想想看，如果一个身高
是你两三倍，体重是你几倍的“外星人”动不动就俯看着你用
毫不客气的口气来问你，你乐意回答吗？早就白了那个不礼貌
的“外星人”一眼了，是吗？那么孩子不喜欢回答这个问题
时，我们怎么可以责备他没有礼貌呢？

我们应该：蹲下身子，目光与孩子的目光保持平行，自我
介绍之后问孩子的姓名：“我是林老师（阿姨），非常高兴认
识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而且记住第一次见面千万不
要随意触碰孩子，这是一个成年人应有的修养！如果有人这样
对你的孩子，千万不要因为面子，甚至帮着别人奚落自己的孩
子：“对，他就是不爱说话！”“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快回答
叔叔。”“他就是这样胆小”等等。如果一个孩子经常被父母
置于这样不开心的境地，你要让他外向活泼是很难的。所以经
常有家长反应说，我的孩子在家是小霸王，到了外面就是小兔
子。孩子受到足够的尊重，他的表现才会内外如一。

爸爸妈妈您愿意别人嘲笑你吗？不愿意对吧？所以当我们
的孩子说出让人忍俊不禁的童言时，千万不要哄堂大笑。例如
一个孩子说：“我爸爸不穿衣服洗澡！”，一家人在大笑之后
又故意问这孩子“你是穿着衣服洗澡？”这不明摆着搞乱孩子
的思维吗？许多家庭常常对孩子开这种玩笑。不要随便戏弄孩
子，面对别人对我的孩子的戏弄，我常常毫不客气地予以拒
绝：对不起，我的孩子不喜欢开这种玩笑。在孩子和面子之
间，我们理应选择孩子。

六、我们常常不知不觉间传递了许多负面的、消极的
信息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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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