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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有自闭症、 多动症、 注意力分散和情绪障碍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许多家长错过了孩子干预治疗的关键时
期， 造成终生的遗憾。 抓住儿童发展的关键期进行感觉统合训练， 有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和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莫春梅

作为一名教授特殊教育专业课程
的高校教师，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儿童
出现多动、 注意力分散和情绪障碍问
题。经过医学鉴定，这些孩子的问题并
不全是由某种疾病引起， 许多是因为
孩子大脑的整合功能发育不良所致。
这种现象被称作感觉统合功能失调，
即外部的感觉刺激信息无法在大脑神
经系统中进行有效的组合， 孩子的大
脑对身体各器官失去了控制和组合的
能力而使机体不能和谐运作的现象。

这些问题不仅在特殊儿童身上会
出现， 普通儿童出现的比率也有增加
的趋势。 许多家长对感觉统合相关问
题不甚了解， 也很少去关注孩子的感
觉统合问题， 当孩子长大入学后出现
了问题才想着解决， 结果错过了感觉
统合训练的关键时期。

如果我们能够对儿童感觉统合能
力的发展有较好的理解， 抓住儿童感
觉统合能力发展的关键期， 给予孩子
充分的感知觉刺激和活动机会， 做好
预防， 那么儿童出现感觉统合失调的
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0-1岁婴儿：
以触觉、动作的感觉输入为主

这个时期的孩子通过口腔内丰富
的触觉细胞，一方面认识自己的身体及
外在环境，另一方面通过触觉来舒缓情
绪帮助自己进入梦乡。世界卫生组织倡

导最好的婴儿喂养方式是母乳喂养，不
仅是因为母乳营养成分更为丰富和易
吸收，更是因为在哺乳的过程中，母亲
和婴儿之间可以有直接的身体接触、视
线交流， 这对于增加母子间的亲密感，
促进孩子安全感的形成及舒缓情绪皆
有好处。 除了直接哺乳外，父母可以多
拥抱、抚摸孩子，在轻柔音乐背景下给
宝宝做有节律的按摩等。

在动作发展方面，0-1岁的儿童
基本遵循二月抬头、 三月翻身、 六月
坐、八月爬、十月站、周岁会走这样的
动作发展规律。 而现代父母由于工作
忙碌、 生活空间变化或是观念保守而
过度地保护孩子， 让孩子缺乏活动的
机会，容易造成孩子动作发展迟缓。比
如， 一些家长因为担心孩子在地上爬
会弄脏衣服或是沾染细菌， 长时间地
抱着孩子或是放在推车里。 有的家长
早早地给孩子使用学步车， 还不会爬
就直接会走。 很多这样的小孩虽然很
早就会走了，但是他们长大一些后，步
伐仍然不是很稳健，走路经常摔跤，或
是撞到桌椅上等。

究其原因就是没有遵循儿童发展
的规律， 在儿童早期没有给予儿童足
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练习， 孩子本体
感和平衡感没有经过从爬行到站立阶
段的练习，视知觉发展受影响。

因此，建议在这一时期，多让孩子
处于俯趴的状态，锻炼背脊（从颈部、胸
部、腰部到尾椎）神经肌肉的挺拔，在孩
子学习爬行的阶段， 将环境布置得安

全、卫生，允许他自由探索，以达到促进触
觉和动作发展的双重效果。 同时，这一时
期幼儿开始添加辅食，让孩子从小品尝多
样食物，对接受不同味道有帮助，避免长
大后出现偏食的现象。 在听觉方面，父母
要多跟孩子说话，培养他的听觉注意和听
觉理解能力，不适合托付给年龄太大或是
体力不佳又不爱说话的老人、保姆代为照
顾，不然容易埋下宝宝语言发展障碍的因
子。

1-2岁儿童：
以视觉、动作发展为主

我们在这一时期需要引导儿童进行
主动学习。孩子会走路后信心大增，喜欢
到处走、到处看，会追着小狗跑，喜欢追
逐小皮球，或是抛接球等。 之后，孩子就
会跑步、跳跃、踢球、翻跟斗等。孩子此时
很少会赖在大人身边，常四处探索，发掘
新鲜事物。 此阶段孩子的观察力已经非
常敏锐，他们观察大人的一举一动，展现
出惊人的学习能力。

在家庭中， 让孩子尝试自己用勺子
吃饭，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我们还可以
将简单的几何积木、 套套杯、 插棍等玩
具，给儿童把玩。虽然电视的声光效果很
能吸引儿童的注意， 但是直接操作玩具
对脑部及视力的发展效果， 是电视不能
取代的。再加上看电视等电子产品时，如
果用眼不当，也容易造成孩子散光、弱视
或近视等情况，影响视力的发展。

在听知觉和语言方面， 父母要多与
孩子进行语言互动，讲话速度放慢，配合

肢体动作，加强孩子的听觉理解；另外，
可以通过播放音乐调节与释放儿童的情
绪。 在嗅觉和味觉方面建立孩子良好的
饮食习惯，父母要以身作则不挑食，同时
要运用食物嗅觉和味觉上的特点， 引导
孩子主动学习进食。

这一阶段， 建议家长利用节假日带
着孩子到户外去观察大自然， 拓展他的
视野。多样化的活动和实际操作的机会，
会让孩子的学习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动作的熟练度也会得到提高。

2-3岁儿童：
以语言、动作技巧的发展为主
在这一阶段， 我们需要通过规范来

促进他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这一时期
的幼儿语言理解及听觉记忆的能力均有
了一定的基础，父母如果适时教以性别、
颜色、形状、大小、数量等词语及概念，孩
子就能很快与人对答、 主动发问、 接电
话、听故事、玩扮演游戏、讲述简单故事
和唱歌等。

到游乐场玩， 对这个时期的孩子来
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 无论是爬阶
梯、滑滑梯、玩跷跷板，还是荡秋千等，对
他们而言都充满了新奇， 孩子通过模仿
也能快速地掌握相应的技巧性动作。 因
此， 这一时期， 父母可以通过和孩子谈
心，引导孩子进行语言表达；看绘本或是
图画书，培养他们阅读的习惯；父母还可
以通过请他帮忙做事， 如扫地的时候请
他帮忙拿簸箕、帮忙端水杯等，锻炼他们
的沟通交流能力和动作的技巧。

3-4岁儿童：
不满足于单调家居生活

在这一时期，儿童喜欢多姿多彩、富
有变化的生活， 单调的居家活动无法给
与他充实感和满足感。 如果孩子还没有
上幼儿园， 那么家长与教师需要给他提
供丰富的玩具和充足的游戏活动的机
会，经常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和互动，让感
觉统合顺利开展。

4-5岁儿童：
已建立基本感觉判断和动作反应能力

在这一阶段儿童活动由会做发展到
质的提升。进行活动时，孩子通过获取丰
富的感觉回馈进行检查， 进而调整下一
步的动作， 使反应更精准， 再反馈给脑
部，直到脑部建立最佳的程序。 因此，让
孩子去尝试一些相对有挑战的活动，在
家长与教师的陪伴、 指导下去尝试一些
较危险的活动或是去接触有一定危险性
的物品。 多带孩子到小区、 公园等地方
玩，让孩子参与团体性的游戏，尝试各种
玩法，通过观察同伴、互相指导等来提升
孩子的能力。通过与同伴的交往，在活动
中做有序、有条理的动作，使孩子与同伴
能快乐地融合，培养孩子社会化的潜质。

5-6岁儿童：
动作发展更为良好

这一阶段的儿童逐渐变得更加独
立，太简单的活动会让他们觉得枯燥、无
聊。因此，这个时期家长与教师需要整合
多元感觉刺激来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和复
杂度，从而提高孩子参与活动的动机。此
时，孩子视知觉和听知觉发展更为充分，
需要运用动作技巧的活动孩子都会非常
喜欢。 这个时期，扩充孩子的生活经验，
让孩子的运动和活动能力与生活相结
合，比如，可以让孩子自己穿衣、洗头洗
澡， 父母仅仅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在外
出购物时， 请孩子帮忙记住要采购的物
品， 到超市时请他帮忙寻找物品， 利用
机会锻炼他们， 让他们耳聪目明。

做称职的父母所需的能力并非与生俱
来，教养孩子的过程中，爱心、耐心固不可
少，慧心———正确的观念和方法，更是不可
或缺的。 了解儿童感觉统合发展的规律，适
时提供合适的刺激和活动的机会，才能让孩
子成长得更健康，避免出现感觉统合失调的
状况。 对于感觉统合失调的儿童，需要通过
相应的评估， 再有针对性地给予干预训练，
其症状也才有减轻的可能。多样化的感知觉
刺激和运动机会， 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
也需要家长与教师通过不断的学习，给孩子
创造这样的条件，和孩子一起成长。

（作者单位： 成都大学特殊教育系）

■周文颖

孩子健康成长， 父母的角色缺一
不可。 然而，在一些家庭中父亲由于职
业的特殊性， 在亲子教育中的长期缺
席却是客观常态。 譬如两地分居的军
人家庭、父亲长年在外打工的家庭。 那
么， 这样的家庭妈妈如何补好爸爸的
位，减少孩子教育和成长的缺憾呢？

有意识营造 “亲子时间”

创造条件让父子多亲近。 在七八
十年代的电视剧中， 经常会看到这样
的桥段： 多年在外工作的父亲休假回
家， 竟然被孩子认作陌生的“叔叔”。
在通讯极其发达的今天， 即便父亲远
在千里之外， 也能每天与孩子亲密接
触。 定期让孩子给爸爸挂个电话， 在
互联网上组织一场父子“视频见面
会”， 都会拉近父子之间的距离。 节
假日或丈夫休假期间， 更应成为“补
习” 父子感情的绝佳时段。

两岁的悦悦父亲是在外服役的军
人。 每到休年假时， 悦悦的妈妈就有
意识地将看护孩子的工作交给爸爸，
让爸爸每天给孩子穿衣洗漱、 陪着玩
玩具、 逛公园。 这样， 爸爸“累并快
乐着”， 既体会到妻子抚养孩子的不
容易， 又在朝夕相处中与孩子结下了

深厚的感情。

“育儿经” 还得一起念

一些妈妈觉得爸爸在外奔波辛苦，
不愿就孩子的教育问题过多打扰爸爸，
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教育孩子是
父母共同的责任， 应该让爸爸积极参与
其中。

爸爸与妈妈对孩子教育的视角不
同， 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妈妈对孩
子的情绪变化和行为习惯洞察入微， 但
在教育过程中有时会失之于宽， 缺乏理
性思考和宏观掌控。 妈妈在与爸爸每天
的通话中， 要将孩子成长的点滴情况及
时告知， 这样一方面让爸爸了解孩子，
知道从哪些方面予以关心； 另一方面妈
妈也可以听取爸爸的有益意见与建议。

3岁的静静初上幼儿园时极不适应，
每天入园都哭闹得很厉害， 妈妈因为心
疼孩子几度想放弃入园。 爸爸在电话中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首先让妈妈了解入
园是孩子迈入社会的第一步， 必须面对
不能回避； 然后与妈妈一起想出各种方
法帮助孩子渡过难关， 包括加强与老师
的沟通， 在征得园方同意后让静静随身
携带喜爱的阿童木玩偶， 让熟悉的玩具
陪伴孩子度过一天的生活。 就这样， 在
父母的共同努力下， 孩子顺利地渡过了
入园关。

架设父子互爱的桥梁

爱与理解是教育的前提。 长年在外
的爸爸， 对于孩子的爱自不多言， 但孩
子对于经常见不着面的爸爸， 却很难培
养起深厚的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 妈妈
要有意识地扮演父子感情的“润滑剂”
和“催化剂”。 譬如， 让孩子通话时多
问候和关心爸爸； 爸爸从外地赶回家时
带孩子一起去火车站迎接； 爸爸出差
时， 提醒孩子帮忙收拾一些洗漱用品或
者是穿带的衣物等， 让孩子也懂得关心
爸爸， 从而架设起父子感情的桥梁。

方方的爸爸去外地学习， 幼儿园
要求孩子家长给孩子准备彩笔， 妈妈
抽空买了一套漂亮的彩笔， 回家告诉
孩子说： “爸爸最近特别忙， 这是爸
爸特意给你寄回来的礼物， 希望你能
画出漂亮的画。” 这个善意的谎言， 体
现出了妈妈有意识加深父子感情的良
苦用心。

爸爸通常都是孩子心目的大英雄，
尤其对于男孩子而言， 积极宣扬爸爸的
形象有助于孩子汲取男性的优秀品格，
将孩子打造成敢于担当的小男子汉。 因
此， 妈妈在孩子面前要积极维护爸爸高
大的形象。

（作者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教育科
学研究所）

儿童发展敏感期， 你不知道的秘密

■张君燕

前段时间， 我看了一个亲子类的访
谈节目。几个年轻的妈妈聚在演播室讨论
自己的孩子。刚开始都在夸自己孩子的优
点，不知道谁先开了个头，妈妈们开始抱
怨起来，淘气、不听话、脾气不好……每
提到一个“罪行”，几乎都能唤起妈妈们
的共鸣。 说着说着，这个访谈节目几乎
成了一场控诉大会。

看到此， 我不由地莞尔一笑， 想
到了自己年幼的儿女。 这俩小淘气也
有妈妈们所说的缺点 ， 任性 、 不听
话、 缠人， 时不时地惹出各种事端，
爸爸妈妈常常招架不过来。 我脾气也
不太好， 很多时候都会忍不住对他们
发火， 甚至恨不得打他们几巴掌。

主持人问那几位年轻妈妈： “如
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你会给你的孩子
打几分？” 妈妈们想了想， 脸上不自
觉地露出一丝微笑， 八分、 七分的最
多， 最低的还有五分。 我脑子里飞快
地闪过自己孩子的缺点， 但同时也涌
现出他们的一些可爱之处， 我在心里
默默地给孩子打了八分。

接着镜头转向演播室外在草地上
玩耍的孩子们。 主持人问孩子： “你
们觉得妈妈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呀 ？”
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歪着头说： “我
想要妈妈抱抱我， 可她总是说忙， 让
我去一边儿玩。” 接着是一个小女孩：
“我好想让妈妈不要一直坐在电脑前，
我想让她陪我玩。” “我喜欢妈妈的
口红， 可是她不肯给我。” 一个梳着
小辫子的女孩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孩子们天真可爱的回答引得妈妈
们哈哈大笑， 可笑着笑着， 妈妈们安
静下来。 是呀， 孩子们说得一点都没
错 。 其实 ， 孩子们看似调皮 、 不懂
事、 任性， 那是因为他们心里有自己
的想法， 是他们对妈妈的依赖太多。
有时候， 孩子拉着你的衣服不肯让你
继续坐在电脑前工作， 也许是因为他
们感到孤独， 想要你停下来陪他们一
会儿，或者给他们一个爱的拥抱。而很
多时候， 我们只是粗鲁地以为孩子是
不听话， 不肯耐心地去倾听孩子们内
心的声音，其实也许下一秒，正在哭闹
的孩子要说的是“妈妈，我爱你”。

接下来主持人的问话吸引了所有
人的目光， 主持人问了一个同样的问
题： “如果满分是十分， 你会给妈妈
打几分？” 孩子们低下头， 认真地思
考着。 演播室里的妈妈们目不转睛地
盯着大屏幕， 似乎有一点紧张， 不知
道孩子会对自己平时的表现给出一个
什么样的分数。

而孩子们的回答竟然出乎意外地
一致———全部都是十分！ 一个稍微大
一点的小男孩说完分数后， 又加了一
句： “不管妈妈怎样说我、 打我， 我
知道她都是为了我好， 她永远都是我
最亲爱的妈妈。”

此时， 演播室里一片静谧， 眼泪
从妈妈们的眼角静静滑落。 我听到孩
子们的回答后， 也忍不住湿了眼眶。
是的 ， 无论我们如何误解 、 责骂孩
子， 在孩子眼里， 我们永远是他们最
亲爱的妈妈。 孩子只是我们生活里的
一部分， 而我们却是他们幼小心灵里
的唯一， 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会给孩
子打几分？

根据感觉统合发展规
律，6岁之前是感觉统合
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感
觉统合训练的最佳时期，
6-10岁是感觉统合失调
的最佳治疗期。 如果家长
与教师在儿童6岁之前就
发现他与同龄孩子的感觉
和运动发展水平有较大差
距， 对孩子进行有针对性
的训练和培养就会有很大
的改观。

爸爸缺席 妈妈如何补位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给孩子打几分？

禹天建 绘

深度关注笠

成长智慧笠

育儿手记笠

张亚丽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