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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小区楼下散步，笔者发
现邻居家3岁的小姑娘抱着一个洋
娃娃，奇怪的是洋娃娃公主裙外边
还套着一件马甲。细问才知道，小
姑娘认为降温了，洋娃娃也怕冷的
——这其实就是同理心。

我们在一些幼儿园的一日活
动中，也常常会观察到有些孩子
喜欢告状，看到同伴被老师批评
反而显得很兴奋；或者看到同伴
不小心摔倒了、因为想妈妈而哭
泣时竟然哈哈大笑，感觉那样很
可笑，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同伴的
心理感受，这就是缺乏同理心的
表现。

所谓同理心，即是能够感同
身受地理解、体会他人的内心
世界，并能做出适切的行为反
馈。近年来，发展心理学家在
实验中也发现同理心与孩子情
绪发展有重要的关系，鼓励父
母与教师要正确认识同理心的
意义与价值，通过对幼儿同理
心的培养，让孩子在人际交往
中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减少冲
突的发生，学会理解、尊重他
人，乐于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
与分享感受。

可能很多父母、教师很困
惑：孩子这么小，怎么会有同理
心？我们可以根据幼儿身心发展
的特点，让孩子在游戏中亲身体
验、感同身受；在冲突中换位思
考、体谅别人；在家庭中耐心倾
听、正确引导。

在游戏中亲身体验、
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是生命教育和品德
教育最好的教育方式，也是很强
的内化动力。通过模仿、想象，
创造性地进行游戏活动是孩子非
常喜欢的事情，特别是角色游
戏，孩子通过使用“假装”的物品
或工具，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模仿自
己想要扮演的某种对象，如他们熟
悉的父母、教师、医生等成人角
色，还有同伴、动物、玩偶等。角
色游戏的主题和内容一般来源于幼
儿自己的实际生活。在角色游戏
中，幼儿能够亲身体验不同身份、

不同职业的人，从而对他人的身
份、处境感同身受，认识到他人会
有与自己不同的看法、态度与情
感，能够学会协调不同的观点，也
能进一步提高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的能力。

因此，幼儿园教师应努力创
造条件，尊重幼儿的主体性，为
幼儿的角色游戏提供适合的场
所、设备及充分的游戏材料、环
境支持，鼓励幼儿选择自己的游
戏主题与角色；另外，教师要通
过观察孩子游戏的表现适时进行
介入，不仅引导幼儿对事件的看
法，也要询问幼儿的感受，并让
他们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
受。也就是说，让孩子从只注意
到事件本身，慢慢注意到自己对
于事件的想法或解读、对于角色
人物情绪情感的体验，正是在这
种情绪理解的过程中，幼儿对同
理心的认知也更加深刻，同理心

水平也会进一步提升。

在冲突中换位思考、
体谅别人

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中，同伴
冲突是一种常见、基本的交往形
态，也是无法避免、必然要发生
的现象。当孩子仅仅从自身角度
考虑去控制或影响别人的意图
时，同伴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如果教师能够细心观察，仔细
聆听孩子的心声，就会发现冲
突中蕴含的教育意义：冲突为
孩子提供了学习解决问题的良
好机会，不仅可以通过冲突加
强人与人之间的情绪联结，进一
步了解同伴的想法和观念，还可
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分析与交
流其他有效的方法与途径。面对
幼儿冲突中的攻击、愤怒或悲伤
等负面情绪时，一些老师可能采

取忽视、指责，或是全部接纳孩
子的负面情绪，但却不知如何正
确引导与解释。

这种状况可能造成两个方面
的后果：一是对冲突事件中隐含
的积极因素视而不见；二是由于
较少使用心理状态的语言，孩子
的情绪会变得更加低落，缺乏继
续活动的热情，可能会恶化幼儿
的消极情绪。

针对幼儿的冲突行为，老师
可以这样问他们：“打人时，被
打的人是什么感觉？”“积木快要
搭好时，被别人推倒时你会生气
吗？”“手上正在使用的材料，突
然被别人抢走，你有什么感受
啊？”教师可以让幼儿观察同伴
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语言
等，让孩子学会换位思考，体谅
别人，努力从他人的视角去感悟
同伴的情感、理解同伴的想法，
并学会协商与让步，这其实就是

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假如你不喜欢这
样，你也不要这样对别人”。这
种同理心的锻炼慢慢会被孩子认
同，并逐渐内化为自己的品德。

在家庭中耐心倾听、
正确引导

培养孩子的同理心，父母不
可缺席。在日常生活中，孩子常
用耍赖、撒娇、哭闹的方式来达
到他们的目的，其影响往往并没
有引起父母的重视，还有的家长
认为这是孩子的“可爱之处”。
但孩子长大后，这种处理情绪的
方式很容易使他们走向极端，自
己得不到的东西也不让别人得
到，自己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就要
迁怒于别人。因此，不要低估孩
子的能力，同理心要趁早培养，
好的习惯会内化为他的品格，而
坏的习惯一旦养成改正也不易。

学会倾听看似简单，但父母
好像没有耐心听完孩子的情绪表
达，特别是小班幼儿，由于语言
能力的限制，对自己的心情与感
受尚不能正确地表达，对情绪的
识别、解释、控制还相当薄弱，
幼儿的情绪常常表现为激动、起
伏不定等，但这却为其同理心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契机。

倾听可以让孩子努力运用自
己所掌握的词语、句子、经验来
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感受，这
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和锻
炼，有助于幼儿的认知和情绪感
知水平的提高。在倾听的基础
上，父母可以用假设句，比如：

“假如你工作了一天，干了许许
多多的活，很晚才回到家，会不
会很累啊？这时你希望别人怎么
对你？”“如果你喜欢的玩具，别
人不小心弄坏了，你会不会很难
过？”通过正确引导，不断让孩
子了解别人的心情、情绪与内心
世界，而尊重、感恩、体贴他人
的同理心行为也正蕴含在这一过
程之中。

（作者系徐州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副教授，幼教研究所副
所长）

宝宝没朋友？因为少了一颗
李飞

成长话题

童心探秘

专栏·鲍秀兰诊室

成人要像尊重一个重要的朋
友一样尊重孩子。在语言、认知
和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的过程中，
要以游戏的方式和孩子进行互
动。宝宝喜欢的就做，不喜欢的
就不强迫做。

语言

7～9个月宝宝能发出简单的
音节，如“打打”“妈妈”“爸
爸”等，当他们发出这些音后，
父母要告诉他“我就是妈妈”

“他是爸爸”，父母的回应使他记
忆深刻，使这些发音有了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什么物体，
就说这物体的名字；做什么动
作，就说这个动作的名称，这可
以使宝宝学习更多的词汇。

学会用肢体语言。如父母一
说“灯在哪”就抬头看，不管灯
在哪里；一说“饱”就拍肚子，
不管是不是已吃过。妈妈可以多
教宝宝一些特定动作，可以一边
说，一边做，让宝宝模仿，这是
宝宝理解语言的基础。

认物和找物。将三四种玩具

放在宝宝够得着的地方，成人
说：“给我娃娃”“给我小车”
等，让宝宝找玩具递给成人。

拿起放下。宝宝刚开始不会
有意识地撒手放下东西，家长做

“拿起”和“放下”的示范动
作，并反复强调“拿起”“放
下”，教宝宝模仿。

促进语言和动作联系。面对
宝宝，用自己的额部轻轻地触及
宝宝的额部，并亲切愉快地说：

“碰碰头”。重复几次后，当你说
“碰碰头”时，他就会主动把头
凑过来，并露出愉快的笑容。

懂得“不”。宝宝喜欢把东
西放进口内吮吸，到7～9月这
一年龄应该制止这种行为，不然
会养成不卫生和不安全的习惯。
成人要一面说“不”，一面摇头
摆手做出不许的表情，但是，食
物可以放进口内。

认知

情绪能力。能区别熟人和陌
生人，能辨别人的不同态度、表
情和声音，并作出不同反应。家
长要用不同的情绪、表情和宝宝
交流，促进宝宝情绪能力的发展。

欣赏大自然。去公园接触大
自然，看看树木、花草，各种昆
虫、动物和鸟类等，吸引宝宝观
看。还可以让宝宝看看下雨和刮

风等自然现象，如雨点不断地滴
在地上和树叶上，风摇动树叶发
出沙沙的声音等有色彩的、动感
的自然景色。家长带宝宝观赏自
然时，要选择宝宝感兴趣的对象
进行观看。

“客体永久性”概念。8～10
个月的宝宝，在玩具掉到地上
时，会去寻找。说明这时的宝宝
有了“客体永久性”概念，即当
物体在宝宝视野消失后，他能知
道这个物体不是不存在，而是藏
在某个地方。正是有了这种概
念，宝宝才会去寻找藏在枕头下
或盖在布下的玩具，这是宝宝智
力发展的第一阶段。

让宝宝自己玩。宝宝能坐稳
了，便会表示有要自己独立活动
的愿望。他充满好奇心，喜欢探
索周围的环境，不喜欢成人对他
的摆布和限制。这时，宝宝自己
会玩一会儿。为了培养宝宝的独
立能力，成人应给他创造尽情探
索的机会。准备一个“百宝
箱”，内有小球、沙包、不倒
翁、小人、木制的各种小动物、
积木等等，让宝宝自己在那儿
玩，他会专心致志地玩他感兴趣
的东西，不厌其烦地把它们一样
一样拿出来，又一样一样放进
去，或者悄悄地将一个小东西放
进另一个小容器中，或者把一件

东西反复地打开、合上。有时他
可能故意滚动一只球，然后再去
找，又重新拾起来。有时，宝宝
玩得开心，对你大笑；遇到困难
时，会发出求助的声音，这说明
他正在有目的地玩。家长应在精
神上予以支持，向他提供所需的
帮助，促使他通过玩的过程，发
展大脑潜能。

社会适应能力

培养自理能力。逐渐减少用
奶瓶吸吮，训练宝宝用杯子喝
水。睡前用奶瓶喂奶是发生龋齿
的主要原因。上门牙最先受到侵
犯，称为“喂养龋”。宝宝长大
了，仍用奶瓶，可能会改变口
型，同时影响牙齿的发育。

培养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
7～8个月的宝宝，应该开始培养
自控能力了。因为这时他的大脑
控制情绪的中枢（额叶部分）开
始发育，他已经具备了自控能力
培养的基础。情绪自控是适应社
会的重要能力。如何培养呢？当
宝宝要吃或要人抱时，父母要让
他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满足，
教会他在此之前只能等待。如果
宝宝哭闹，而父母不耐烦了，立
即答应他的要求，宝宝就会学会
只要一哭就可以达到目的；如果
父母不答应要求，他就一直哭闹

到父母答应为止。这样，就会养
成宝宝的任性。要约束不好行
为，如抓头发、咬人、打人等，
因为宝宝不知道做这些事情会给
别人带来不适。所以当宝宝抓头
发、咬人、打人时，我们应该告
诉宝宝说，“妈妈痛”，要抓住他
的手，告诉他不可以，说的时
候，不要带着笑容,而是带着痛
苦的表情说，孩子天生是有同情
心的。教会宝宝控制不正确的行
为，是培养宝宝社会适应能力最
重要的内容，如果父母不阻止，
他会养成习惯，以后很难改。

7～9个月的宝宝发展莫轻视

最近，亮亮妈妈非常担心，她发现
3 岁半的儿子经常说谎。打碎了杯子，
却说“哥哥打碎的”；根本没有见过超
人，却和小朋友讲述见到超人的情形；
自己不会骑自行车，却在幼儿园中说自
己骑得最好；为了获得糖果，却先假装
说自己不喜欢糖果……亮亮一直都是一
个乖巧的孩子，但最近“谎言”不断。
都说“童言无忌”，但亮亮妈妈很担心
儿子会变成“坏孩子”。

你的孩子是否也经常说谎？或者他
们还有更为“巧妙”的谎言？幼儿说谎
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家长应该正确看待
并尽量消除幼儿撒谎的行为。

明确幼儿说谎之由

为了更好地引导幼儿，首先应了解
幼儿说谎的原因。同是谎言，却有真假
之分，不可一概而论。幼儿说谎可以分
为无意说谎和有意说谎，需要家长仔细
甄别。

无意说谎，是幼儿认知发展中一种
正常的行为表现，常发生在3岁左右的
幼儿身上。这是一种“假说谎”，不存
在欺骗的意图。无意说谎时，幼儿神情
自然，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说谎行为。
这种说谎在幼儿心理发展成熟后可以得
到改善，家长不必过于担心。无意说谎
可能是由于记忆不准、言语表达不当、
想象夸张丰富、思维水平有限等造成幼
儿对现实认识不准确、不全面。比如，
3岁的乐乐没有去迪士尼乐园，却说妈
妈带自己去过了，可能是乐乐在表达自
己的愿望，这是他的想象；或者他记错
了，他去的是动物园。

有意说谎，是有欺骗意图的一种行
为，常发生在4岁及以上的幼儿身上。
这是一种“真说谎”，会伴随紧张、焦
虑等情绪，是幼儿有意而为之。如果不
加以制止，会养成撒谎的坏习惯，家长
需要引起注意。幼儿多会因为逃避惩
罚、取悦他人、受成人影响等而表现出
有意说谎。比如，做了错事害怕家长的
责骂，幼儿选择说谎；为了得到家长的
夸奖，谎称老师表扬了自己；看见成人
说谎，自己也学着说谎。

塑造幼儿诚实之美

无论是无意说谎，还是有意说谎，
家长都应予以重视，正确引导幼儿，以
减少或消除幼儿的说谎行为。具体可以
从以下方面着手：

区分谎言性质。当幼儿说谎时，家
长需要保持冷静，结合幼儿年龄、表
情、性格等分析其谎言的性质，进而选
择不同的应对方式。面对无意说谎，
家长要侧重帮助幼儿认清事实，正
确表达想法。面对有意说谎，家长
要在保护幼儿自尊心的前提下，
耐心引导教育，培养其诚实品
质。需要注意的是，家长对幼儿
应该抱有基本的信任，不可草率
地认定幼儿说谎。

营造宽松环境。首先，家长
对幼儿的要求不能过高，要允许
幼儿犯错。过于严格的家长容易导
致幼儿为逃避责任而说谎；要求过
高的家长容易导致幼儿为取悦家长而
说谎。其次，家长主动与幼儿沟通。当
幼儿说谎时，家长可以通过耐心追问、
鼓励表达等方法引导幼儿说出真实想
法。比如说“真的吗？可以和妈妈详细
说说吗？妈妈相信你是一个诚实的孩
子。”平时，多与幼儿平等地聊天，让
幼儿主动说出想法，了解幼儿的愿望和
困扰。

随机进行教育。第一，提前教育。
可以通过阅读绘本、看动画片、讲故
事、实例分析等方式帮助幼儿区别真话
与谎言。4岁左右的幼儿基本能够理解谎
话与真话的概念，家长可以提前进行教
育。第二，及时纠正谎言。“小孩子说谎
无所谓”“说谎是聪明的表现”这些想法
是错误的。当发现幼儿说谎时，家长应在
第一时间进行引导，及时纠正。第三，以
身作则。家长应从自身做起，用诚实的品
质为幼儿做示范。比如，忘记了与幼儿的
约定，应该坦白而不是找借口，可以说

“妈妈诚实地告诉你，妈妈忘记了”。
幼儿的说谎行为需要家长正确地认

识与妥善处理。在家长的正确引导和教
育下，幼儿将会弃“假”从“真”，成
为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

乖宝宝为啥
老说谎
刘倩倩 李晓巍

鲍秀兰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从事儿科临床工作 50 余年，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0-3岁
婴幼儿的早期教育、窒息儿和早
产儿早期干预、预防和减轻婴幼
儿的智力低下和脑瘫发生。

感同身受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 张亚丽 绘

同 心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