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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雨菲 绘

有一种怕： 爸妈不爱我了
家教主张

热点聚焦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生老二之前
先接纳老大的情绪

3岁的小哥哥坐在床边抱着襁褓中的小弟弟，
一边摇一边口中念着儿歌： “摇啊摇啊， 摇煤球
啊……” 正当人们为这温馨的一幕所感动时， 小
哥哥忽然把弟弟掀了个嘴啃泥。 这是近来微信圈
里传看率较高的一段视频。 此前有报道称， 一对
夫妇经过一年努力， 终于如愿怀上二胎。 令他们
没想到的是13岁的女儿百般不愿意， 相继以“逃
学” “离家出走” “跳楼” 相威胁。 在女儿尝试
用刀片割手腕后， 怀孕13周零5天的母亲不得不
含泪到医院终止了妊娠。

这是个极端的案例， 但是原本独生的孩子反
对添个弟妹的并非个案。 还是在去年初， 国家出
台“单独二胎” 政策不久， 央视“博乐先生微逗
秀” 栏目专门制作了一段主题视频， 用镜头记录
下了孩子面对“二孩” 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 当
问及“爸爸妈妈再给你生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
妹” 时， 一些“熊孩子” 的回答可谓态度鲜明：
“不好， 我想让你们把爱都给我！” 也有大发雷霆
的： “哼！ 我要离家出走， 你和弟弟妹妹过吧”，
更有甚者扬言“生下来就把弟弟或妹妹给扔河
里” 的……孩子对未出生的弟妹的排斥， 这是以
往生于多子女家庭的父母从未遇到过的。 特别是
最近放开二孩政策， 这个问题会更加普遍。

由于孩子的阻挠而终止妊娠， 实在是太可惜
了。 这个教训以及不止一个孩子对弟妹的态度，
也提醒更多的已经为人父母者， 想要老二， 不仅
需要算经济账、 谋划自身的事业发展、 准备孩子
的养育， 还必须过好老大这道关。 而担心孩子不
接纳弟妹放弃生二胎的机会， 未必是“上策”。

在女孩极端行为的威逼之下母亲坠胎之举，
将永远在父母心中留下阴影， 也难免让女孩受到
家人的谴责。 这对于正处于青春发育期、 未来将
会做母亲的女孩来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不可避
免地对自己过激的、 不可弥补的行为产生自责和
愧疚， 这种不良情绪将伴随其一生。

父母向孩子的妥协是无奈之举。 妈妈说“她
是我们家的小公主， 被宠坏了， 从小就非常任
性， 说一不二。 随着我怀孕时间越来越久， 她脾
气越来越大， 经常在家里乱扔东西。” 妈妈坠胎
的结果是暂时平息女儿过激举动的同时， 进一步
强化了孩子以我为中心的意识， 也意味着对她采
取的亲情缺失的极端行为的认同。 孩子有了这样
的经历， 很有可能产生价值观的扭曲和更为偏激
的行为， 为父母以后对她的教育带来更大的困
难。

在对这件事的分析中， 有专家提出： 要“让
孩子明白， 即使有了弟弟妹妹， 父母对他 （她）
的爱不会减少。” 如此做孩子的工作， 我不敢苟
同。 独生的孩子没有与兄弟姐妹交往的经历， 她
怎么就断定有了弟妹父母对自己的爱会减少呢？
是成年人在无意中给他的暗示， 形成“有他没
我、 有我没他” 的错觉。 这种对孩子的不良刺激
经过不断强化， 起到了“越描越黑” 的作用， 直
到孩子无法忍受这种结果的出现而产生强烈的行
为反应。 如此说来， 孩子备受指责的行为， 归根
结底是源于父母的不理智， 且缺少影响孩子的技
巧。

其实， 孩子光有父母的陪伴是不够的， 同龄
伙伴是人社会化的重要因素， 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因为能与同胞分享个人经验、 感受， 所以对他的
发展有深刻的、 积极的影响， 这是常理。 但是对
孩子而言， 父母站在成年人的立场上以讲道理、
给他承诺等方式让他接受成年人的意图是无济于
事的， 关键是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人， 在倾听
孩子的声音、 了解其真实想法的基础上， 设法从
满足他需求的角度， 帮助他找到添个弟弟或妹妹
对自身有利的理由。 比如， 有个小伙伴可以跟你
一起玩游戏、 一起学习、 聊天； 你唱歌小妹妹
听、 她给你鼓掌； 有了小弟弟你就是大姐姐了，
把你学的本事教给他， 多有意思啊……当孩子表
现出排斥老二的激烈情绪时， 告诉他“我一点也
不奇怪你有这种感觉， 如果我是你， 也会这么想
的。” 这样的具有同情色彩的真诚的话， 会使孩
子的强硬态度软化下来， 进而逐渐认同父母的想
法。

当然， 不同年龄的孩子有不同的心理状态和
需求， 不同的家庭情境也会对孩子有不同的影
响。 父母吃透自己的孩子， 才有可能找到影响老
大接受老二的良策。

父母如何做到“手心手背都是肉”
■本报记者 沈大雷

弟弟出生后， 感情失落的小姐
姐闷闷不乐， 在老师的开导下走出
烦恼……12月4日， 由江苏省文明
办、 省教育厅主办， 江苏教育报刊
总社承办的2015年江苏省中小学
校园心理剧优秀剧目汇报演出在南
京艺术学院举行， 6所中小学的师
生以改编自学习和生活的优秀剧
目， 展示了孩子们的心理成长历
程。

演出现场， 一个个鲜活的案
例， 就像一部部鲜活的教材， 引起
人们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
注。 其中， 由江苏省响水县响水中
心小学带来的剧目 《姐姐的烦恼》，
关注的是“全面二孩” 政策推出后
青少年的忧虑与烦恼， 引起现场观
众的强烈共鸣。

真实的“老大的烦
恼”被搬上舞台
“有了弟弟妹妹， 爸爸妈妈还

爱我吗？” 最近， 随着“全面二孩”
政策的公布， 不少孩子有些忐忑不
安。 刚刚晋升姐姐的小悦就因为弟
弟的降生茶饭不思， 闷闷不乐。 这
是 《姐姐的烦恼》 中的一幕。

记者了解到， 这是一个根据发
生在师生身上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剧
目。 响水中心小学音乐老师高妍告
诉记者， 学校舞蹈队里有个活泼可
爱的女孩子， 最近， 原本外向的她
忽然沉默不语了。 在高妍的一再追
问下， 她才透露说， 自己新添了
小弟弟， 爸妈因为忙碌， 就把她
送到外公外婆家照顾， “老师，
你说爸妈是不是不要我了？” 她抽
噎着问。

还有一件发生在另一名舞蹈
队队员小露身上的故事， 同样让
高妍心头一震。 “你的出生， 毁
了我的人生”， 这是小露26岁的哥
哥偶然间对她说的玩笑话。 原来，
小露出生时哥哥刚上初中， 爸爸
妈妈几乎把所有的心思转到了小
露身上， 忽视了正处在青春逆反
期的哥哥的管教和关爱。 感到受
冷落的哥哥结识了不良少年， 最
后初中没毕业就辍学， 如今生活
潦倒不堪。

“你准备生了吗？” 高妍告诉记
者， 随着“全面二孩” 政策的推
出， 这句话几乎成了身边许多年轻
同事见面的问候语。 但是， 生还是
不生， 这的确是一个困扰“80后”
一代人的时代难题。

弟弟哭闹不止哥哥把
他摔到地上

高妍有位同事， 出生在多子女家
庭， 曾十分盼望生个“小二子”。 前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 却让她最终打消
了生二孩的念头。

学校有个孩子叫小刚， 弟弟刚上
幼儿园。 父母忙于工作， 就安排小刚
给弟弟喂饭， 谁知弟弟哭闹不停， 小
刚急了， 抱起弟弟摔到了地上。 “就
是因为你， 爸爸妈妈才不爱我了！ 还
得给你喂饭！” 小刚恼怒地说。 “不
能生了一个， 伤了另一个。 要是这
样， 我宁愿不生。” 高妍的同事说。

高妍分析说， 近年来， 一些符合
政策条件的家庭生育了二胎， 家庭结
构发生改变。 很多原本是独生子女的
孩子， 面临着父母的关注和爱都被突
然分走的情况， 家长如果没有科学引
导孩子， 很容易造成孩子有失落感，
进而引起烦躁、 易怒等情绪。

高妍告诉记者， 班上有个叫小石
头的孩子， 最近刚添了一个小妹妹。
看着爸妈欢天喜地地抱着妹妹， 亲朋
好友围着不停地夸赞， 他失落地拽着
爷爷的衣角问： “我出生的时候， 大
家也来看我说我长得好吗？”

“从家里的独生子女， 到现在与

弟弟妹妹分享父母的爱， 孩子需要慢
慢适应这种变化。” 高妍说， 此时，
大人在不经意间的言行举动， 往往会
深深刺痛孩子， 让孩子脆弱敏感的心
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 比如， 有的亲
戚开玩笑说“爸妈不要你了” 之类的
话， 孩子很容易信以为真。 “而如果
有的家庭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那对
孩子的伤害可能会更大。”

生与不生， 你可曾好
生掂量

随着“全面二孩” 政策的推出，
很多人火速进入“备战” 状态。 “生
与不生， 你可曾好好掂量？” 该校体
卫艺处主任杨爱文坦言， 在生二孩之
前， 要深入思考， 想清楚几个问题。

首先是孩子谁来照顾的问题。 杨
爱文表示， 父母是养育孩子的第一责
任人，在生二孩前，应当考虑自己是否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尽管
我们的爸妈常说‘放心生吧， 我们来
带’，可他们毕竟年龄大了，体力精力
大不如从前。 不能全指望他们带孩
子。”杨爱文说，“何况现在许多‘80后’

‘90后’本身就是‘啃老族’，如果让自
己的下一代继续啃老，于心何忍？ ”

其次， 要考虑清楚自己能否给予
孩子平等的爱。 “父母的关爱和教

育， 应该让两个孩子都能平等地感受
到。” 杨爱文说， 刚出生的孩子的确
惹人怜爱， 从家长的角度讲， 常常认
为老大年龄大了， 可以照顾好自己，
而在不经意间更为关注“小二子”。

“其实， 老大也只是个孩子， 内心仍
然非常脆弱。 尤其是处于青春叛逆期
的少男少女， 心思繁多， 有很多成长
的烦恼， 更需要耐心的关注和引导，
需要你用关心陪着他慢慢长大。”

杨爱文拿自身的成长经历举例
说， 她和姐姐一块儿长大， 常会争宠
似的问父母： “我和姐姐， 你更爱
谁？” “手心手背都是肉”， 父母总是
一遍遍重复这样的答案， 才能让她放
心。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两个孩
子都需要关爱。 不能照顾老二的时候
背对着老大。 而应把他们都放在自己
的眼里。”

最后， 在经济上做好准备了吗？
“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 就得能
让他成人成才， 对他负责任， 要能生
得起他， 也对得起他。” 杨爱文认为，

“现在很多年轻人‘上有四老、 下有
二孩’， 而自己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
支撑家庭， 压力之下不堪重负。 不仅
降低了家庭的生活质量， 对孩子的成
长也不利。”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马志国

最近网上流传一段视频， 一个
七八岁的男孩既委屈又措辞强硬地
“要挟” 想要二胎的妈妈： “我把
话撂这儿， 你要敢生二胎， 我就等
你们都睡了拿钱打车跑出去， 直到
饿死！” 妈妈问： “你为啥不能活
了？” 儿子说： “你们把给我的爱
分给弟弟妹妹了， 就不爱我了。 你
要敢生， 我就敢死！” 现在想要二
胎的人不在少数， 在迎接二孩来临
之前， 如果没有做好与老大的沟
通， 得到老大的理解和接纳， 将会
“后患无穷”。

问题：
老大怎么了

案例一： 一位刚生了老二的妈
妈感到很困惑： 6岁的大儿子原来
挺乖巧听话的， 可是近来突然变得
出奇的调皮捣蛋， 经常无缘无故地
乱发脾气、 摔坏玩具， 原先早就能
自己做的事， 比如穿衣、 刷牙、 洗
脸， 总是吵着让妈妈帮忙。 更让人
莫名其妙的是， 最近居然几次尿
床。 还有， 本来他已经能看懂的图
画书， 也一定要缠着妈妈读给他
听。 妈妈有时被儿子的捣蛋和纠缠
弄得实在烦了， 也用打骂教训过儿
子。 可是， 结果不仅无效， 还发现
儿子越来越像小孩子了。

这个男孩突然变“小” 的问题
行为， 在心理学上叫做退行行为，
表明他有了某种不安全的感觉， 他
是希望通过幼稚化的退行行为来引
起父母的关注， 获得心灵的安全
感。

案例二： 一个女孩的母亲在来
访中告诉我说： 女儿今年13岁，
上初一。 她小时候我们非常疼爱
她， 她爸爸更是疼得不得了。 可
是， 她长大了却越来越不听话了，
明知不对， 却总是故意犯错， 故意
让父母生气。 我们说过、 骂过、 打
过， 就是不管事。

为什么总是故意犯错？ 女孩
说： 我记得自从弟弟出生后， 爸爸
妈妈就不喜欢我了， 特别是爸爸。
至今都记得弟弟几个月大的一天晚
上， 爸爸正在跟弟弟玩， 我喊了几
声爸爸， 爸爸没听见似的不理我，
我伤心透了。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
后来爸爸干脆不和我说话， 每天总
是和弟弟在一起。 我也不和父母说
话， 还经常故意犯错惹他们生气，
旷课、 花钱、 不听话。 看着他们着
急， 我心里又难受又好受。 其实我
也不想这样， 我就是想让他们像喜
欢弟弟一样喜欢我。

案例三： 玉娇是个高中女孩，

父母结婚六年才有这个女儿， 当然
是百般娇宠。 让父母奇怪的是， 玉
娇从四五岁开始就总是奇怪地闹
病， 医生却查不出什么问题。 一个
多月前， 玉娇的怪病更让父母害怕
了。 当时， 一张小报上说， 外国有
一个女孩丢失了， 跑到中国来了。
玉娇回到家里说自己就是那个女
孩， 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要去找
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下可把父母吓
坏了， 对玉娇不知怎样疼爱好了。

原来， 玉娇四岁的时候有了弟
弟， 父母重男轻女让玉娇感到非常
失落。 玉娇说： 看到弟弟就烦， 因
为他总让妈妈着急。

面对弟弟的“夺爱”， 自己怎
么办？ 不知不觉中玉娇发现， 闹病
是个不错的办法。 玉娇把自己当成
那个外国女孩， 潜意识活动正好折
射了自我心态： 我都病得神志不清
了， 看你们敢不关爱我？

探源：
排斥心理来自哪里

显而易见， 这些大孩子的问题
行为背后， 都是对弟弟妹妹的排斥
心理情结在作怪。 大孩子为了吸引
父母对自己的关注， 为了保住自己
被弟妹已经夺走的或即将夺走的
爱， 于是， 出现各种似乎莫名其妙
的问题行为。

大孩子对弟弟妹妹的排斥心理
来自先天的本能和后天的影响。 儿
童心理学告诉我们， 孩子几乎从出
生后就表现出自我保护和自我防御
的本能， 由此就会把弟弟妹妹看成
来和自己争夺爱的人， 因而几乎本
能地排斥弟弟妹妹。 但是， 这只是
潜意识里的活动， 所以， 大孩子往
往会给这种排斥找一个理由。 比
如， 玉娇的理由就是“弟弟总让妈
妈着急”。 一般来说， 随着人格的
成熟、 亲情的成长， 最初本能的排
斥心理也就逐渐淡去了。 但是， 有
的大孩子这种排斥心理却没有自然
淡化， 反而日渐增强， 以至于出现
各种各样的问题行为， 就不能归因
于先天的本能了。

后天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 一是父母心理偏爱的影响。
比如， 父母往往觉得小孩子需要
特别的照顾， 不知不觉间冷落了
大孩子。 有的父母重男轻女， 对
身为女孩的大孩子就会冷落。 正
因此， 排斥心理导致问题行为的
多是女孩。

二是心理惯性的影响。 如果说
对弟弟妹妹的排斥心理古已有之，
那么， 对于多年生活在独生子女家
庭环境的孩子来说， 排斥心理就更
为突出。 大孩子习惯了独享父母之

爱， 心理惯性的作用让他们不容易接
纳弟弟妹妹。

三是心理环境的影响。 多子女生
育环境下， 每个家庭都有几个孩子，
环境的耳濡目染， 有助于大孩子接纳
弟弟妹妹。 而独生子女生育环境下，
给大孩子接纳弟弟妹妹造成一定困
难。

总之， 对弟弟妹妹的排斥心理，
是先天、 后天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 其中后天的影响是主要的。 就是
说， 孩子的自我保护和自我防御的本
能， 是当他感觉已经受到或将要受到
伤害的时候， 才会被激活而发挥作用
的。 所以， 准备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
庭， 要通过采取主动措施消除大孩子
的排斥心理。

对策：
需要做好哪些心理准备

父母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 也要
帮助大孩子做好心理准备。 父母要体
察大孩子的排斥心理。 面对弟弟妹妹
的到来， 大孩子内心会想： 妈妈你还
爱我吗？ 你为什么总是抱弟弟不抱
我？ 不要把我扔了好不好……充分体
察之后， 才可能做好防范工作。

父母要学会恰当地把爱分配给不
同的孩子， 努力避免大孩子的失落
感。 大孩子接纳弟弟妹妹需要有一个

良好的心理环境。 因此， 父母要尽力
做好身边人的工作， 尽力避免因为成
人的“你爸爸妈妈要弟弟不要你了”
等类似玩笑话对大孩子产生消极影
响。 更重要的是掌握帮助大孩子做好
心理准备的知识和技能。

在帮大孩子做好心理准备方面，
要引导大孩子以积极心态迎接弟弟妹
妹。 不同的心态会形成不同的心理定
势， 导致对弟弟妹妹不同的态度。 父
母应该帮助大孩子意识到， 弟弟妹妹
不是来跟你来抢“爱” 的， 而是来给
你送“福” 的。 如可以说： “将来爸
爸妈妈老了需要人照顾， 你一个人多
孤单， 有了弟弟妹妹就有了帮手。”

让大孩子参与迎接弟弟妹妹的活
动， 会增加大孩子对弟弟妹妹的认
同。 从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决策、 给小
孩子布置房间、 给弟弟妹妹起名字等
让大孩子参与。 由于大孩子参与了迎
接新生命的过程， 会更好地接纳弟弟
妹妹。

让大孩子接受积极的心理感染。
比如通过亲子活动来感染。 父母与大
孩子一起整理他小时候的照片， 告诉
他， 在他出生的时候爸妈是多么兴
奋。 或是利用孕期来感染， 告诉大孩
子， 你也是这样在妈妈肚子里面长大
的。 可以用手足之情来感染， 多和大
孩子讲讲父母的兄弟姐妹间的事。 用
故事来感染， 比如， 熊哥哥和熊妹妹

的故事。 还可以借探望有弟弟妹妹的
孩子的家庭来感染， 这会勾起他对弟
弟妹妹的期待。

让大孩子切身感受到父母的爱。
一个人越是感受到爱， 就越是容易
接纳生活。 在孕期的最后几周里，
要尽可能多和大孩子待在一起， 他
会牢记这段完全属于他的特殊时光。
有时可以让别人照顾小孩子， 父母
陪他说说话， 或专门和大孩子玩。

让大孩子感到自己更有价值。 一
个人的自我价值感越好， 往往越容易
接纳别人。 一是激发大孩子的荣誉感
和责任感。 父母可以对大孩子说：

“等有了弟弟妹妹， 他会骄傲地说我
有姐姐， 姐姐最棒!” 二是给大孩子
开个庆祝会。 美国的幼儿园会给有了
弟弟或妹妹的孩子举办小型庆祝会。
家里也可以这样为大孩子祝贺。 三是
让大孩子学着照顾弟弟妹妹。

让大孩子合理地表达情绪。 不管
父母怎样努力， 面对弟弟妹妹的来
临， 大孩子难免产生消极情绪。 父母
如果盲目压制， 只能强化大孩子对弟
弟妹妹的不满。 因此， 父母要正确理
解， 善于引导， 让他把心里话说出
来， 把消极情绪表达出来， 再给予抚
慰和疏导， 来逐渐淡化排斥心理， 让
他逐步接纳弟弟妹妹。

（作者系应用心理学研究员， 知
名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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