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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让孩子“等一等”

■

李雁宁

我和很多家长一样，都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孩子“马上”要一样东西，得不到就

情绪失控，大哭大闹。有一天，儿子在路上

看到一个卖风车的人， 儿子对我说：“妈

妈，我想要买个风车！”当时我身上没有带

钱，但儿子仍执意要买。在他的坚持下，我

上楼取钱后，立即买了那个风车。

我深知无条件地立即满足孩子需求，

对孩子的成长不利，我查资料、和朋友讨论，

把发展心理学中的一个经典实验编成一个

小故事， 讲给儿子听：“一位叔叔把一些4岁

左右的孩子带到一间房子，然后给他们每人

一颗非常好吃的软糖。 叔叔告诉他们，如果

马上吃软糖，只能吃一颗；如果20分钟后再

吃， 将再奖励一颗软糖。 有的孩子急不可

待，把糖马上吃掉了；而另一些孩子则耐住

性子、闭上眼睛或头枕双臂假装睡觉，也有

的孩子用自言自语或唱歌来转移注意。20分

钟后，那些等待的孩子得到了两颗软糖。 ”

我不止一次地向儿子讲述这个故事，

他很喜欢，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吃到两颗

糖的孩子”， 这奠定了儿子懂得等待的心

理基础，之后的一次买玩具车的经历，则考

验了我的教育策略。

一次逛街时，儿子看着橱窗里的玩具小

汽车：“妈妈， 我觉得咱家的玩具还不够多！

咱们再买辆中巴车吧！ ”他的理由很充分。我

蹲下来，温和而坚定地对他说：“家里有很多

辆小汽车了， 爸爸上周刚给你买了双层巴

士，今天我们先不买，好吗？ ”他情绪有些激

动：“我不喜欢你了！ ”我看着他，认真地说：

“我们上周刚买了新车，家里的玩具还够。 ”

我俩在玩具柜台边“周旋”了很久，最后，经

协商决定，还有19天就是“六一”儿童节，我

会把这辆小车作为节日礼物送给他。“六一”

儿童节那天， 儿子得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巴

车，我也为自己坚持原则感到欣慰。

我一直坚持着“让孩子学会等待”的信

念，儿子也在我的坚持中尝到了等待带来的

幸福。 现在的他，晚上刷牙后，他可以不再吃

甜食；夏天吃冷饮，每次只吃一个；巧克力可

以留一半到第二天……我想， 延迟满足，并

不等于不满足，所谓的延迟，只是让孩子在

产生欲望或追求美好事物时， 多一份等待，

多一份自我控制，这将是他们通往人生之路

的一笔财富。

嗨， 大家好！ 我叫白

思齐 ， 今年

3

岁了 。 我的

老家在陕北榆林。 快新年

啦， 我们家下大雪， 积雪

比我的小腿还高呢 ！ 天

空 、 大地和小树都白白

的， 怎么一只小鸟也没有

呀？ 在雪地里玩累了， 和

小猪躺在温暖的床上， 好

惬意！

刘兵良 摄

宝宝怕打针 爸妈该咋办

妈妈的烦恼： 3岁儿子怕打针

■

王新鑫

儿子刚满

3

岁， 打针已经成为他恐惧的

来源。

上半年他感染了手足口， 去医院打针

的场面堪称 “壮烈”： 他的手在头上、 胸

前乱抓乱舞， 鞋子踢飞好远 ， 我稳着他

的头， 外婆稳着他的脚。 他嘴里不停地

喊着妈妈， 看着他可怜的样子 ， 我真想

抱起他就跑。

终于找定位置坐下来，我赶快拿出小

饼干哄他。 他手里握着饼干 ， 小声抽泣

着，好像受了莫大的委屈，他一定不明白

妈妈为什么要带他来这个地方 ， 让阿姨

给他打针。

我对他说：“慕儿，给妈妈咬一口饼干。 ”

他立刻举起小手，高高地伸到我嘴边来，要

往我嘴里塞 ，可怜他眼睫毛上还挂着酸

楚的泪水 ，我咬了一口饼干 ，把自己

的眼泪吞回去变成笑脸面对他。

这一口小饼干，满是一个母

亲的心疼和无奈！ 我在医院里

经常看到和儿子一样嚎啕大

哭的宝宝还有和我一样揪

心的父母 ，但也有些孩子

才三四岁， 就很勇敢，我

非常好奇他们的家长是

如何和孩子沟通的。

真相能缓解

孩子恐惧

■

范德洲

有人说，恐惧源自无知，这话是很有道

理的。孩子在完全脱离了蒙昧状态之后，恰

恰进入对周围的世界充满着好奇同时也充

满着恐惧的阶段。许多家长，尤其是爷爷奶

奶们，信奉“泥鳅要捧，小孩要哄”，而他们

的哄，更多是用欺骗的方式。 问题是，无论

我们欺骗的手段是多么高超， 都不利于他

们克服恐惧心理。

欺骗不能让孩子打消恐惧。 孩子怕打

针，家长说打针一点也不痛；孩子怕吃药，

家长说，吃药一点也不苦。 但是，孩子在放

心大胆地打针与吃药之后， 必然会因为没

有任何心理准备而倍感“痛”与“苦”，他的

内心深处，会留下“痛”与“苦”的阴影。 如果

告诉他们真相，有“备”就能无“患”，在引导

孩子摆脱恐惧的心理过程中， 这才是正确

的方法。

最近，网络中流传的一则趣闻，很能说

明问题。 一个小男孩去医院看病， 医生说

“你要打针”。 他疑惑地问：“针没有犯错误，

为什么要打针啊？ ”但是，片刻之后，他歇斯

底里地哭喊：“这哪里是我打针啊？ 这是针

在打我！ ”

和欺骗一样， 家长对孩子恐惧心理的

忽视也不利于孩子形成正确的认识。 在涉

及到鬼怪等问题时， 一些家长又只是强调

没有那些事，但他们并不清楚，孩子的内心

是什么感觉。在成年人看来，确实是没有什

么，但孩子眼中，也许已经是明明“看到”或

者“感到”很可怕的事情了。

因此，一定不能应付了事，要给孩子合

理的解释，让他们知其所以然。 比如，当孩

子害怕卧室墙上的树枝影子，担心它会“吃

掉”自己时，不要只对孩子说：“没有什么，

睡觉吧

!

”这完全是“一面之词”，因为我们

并没有理解孩子的恐惧来源， 理解他的所

思所想。 我们应该给孩子解释清楚为什么

会有阴影，它不是“鬼怪”，只是一个自然现

象，我们可以和孩子做简单的小实验，让孩

子明白其中的原理，彻底打消他们的恐惧。

孩子应该了解的真相， 还包括对恐惧

本身的认识。恐惧，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心

理，即使是成年人，也应该“害怕应该害怕

的东西”，更何况是孩子呢？ 面对孩子流露

出来的恐惧， 家长们千万不能盲目批评自

己的孩子“没出息”。我们的严厉批评，只能

导致孩子将恐惧埋在心底；“有了恐惧你就

喊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反而缓解了内心的

恐惧。

不用哄骗解决问题

■

孟庆雪

儿子家玉今年3岁半， 从以前的害怕

打针、每次都大闹医院，到现在可以很勇

敢地面对打针这件事情， 这背后的

转变，首先是家长的转变。

在幼儿园第一次打预防针

之前，我带着儿子到预防接种

站门口，给他讲解打预防针

的宣传广告。 儿子在回来

的路上问我：“妈妈，打针

疼不疼啊？ ” 我微笑着

说：“打针会有一点点

疼， 但不是很厉害，会

疼一小会儿，从1数到

10就不疼了。 ”

儿子又说：“如

果疼怎么办呢？ ”我

拍拍他说：“如果你

觉得很疼， 可以哭一

声， 也可以紧紧抓着

妈妈的手。 ”

儿子仍有些困惑， 看着我问：“妈妈，

疼的时候可以哭啊？ ”我笑了：“当然可以

了，妈妈小时候打针，哭得可厉害呢！ 后来

妈妈觉得忍一下就过去了，就不哭了。 ”听

我这么一说，儿子好像坦然了许多。

等到打针的时候， 我紧紧抱着他，握

着他的小手。 他没有哭，而是闭着眼睛小

声地数数，数到6的时候，打完了。 儿子睁

开眼睛看着我：“妈妈，打针好快，还没有

数到10！ ”我问他：“儿子，疼不疼？ ”他很认

真地想了想，说：“疼了一下，然后就不疼

了。 ”“儿子，你说得对，就是疼一下就好

了，你非常勇敢，妈妈特别为你骄傲！ ”

我非常感慨：对于孩子的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给出一个合适的心理预期，孩

子是有自己的思想的，我们用强制、哄骗

的方式， 只能关闭孩子体会真实生活的

窗户；我们真诚地和孩子交流，为其创造

条件，孩子就会主动地面对问题，尝试解

决，当问题解决的时候，孩子自我的价值

才能体现出来， 成长的动力才能被激发

出来!

塑造好医生的形象

■

葛维敏

经常听有些家长说“不听话， 医生

会打针”， 很多孩子因此一看到“白大

褂” 就嚎啕大哭， 更难以说接受打针了。

我们从未这样做， 相反， 我们在实践中

摸索出一个化解“白大褂” 阴影的办

法———与医生为友。

我们家住在学校的西面， 学校东面的

村诊所里有一名夏医生。 我们平时谈话时

经常“不经意” 地流露出， 夏医生对小

朋友特别好， 小朋友生病了很难受， 夏

医生都会想办法帮助他。

我们没事的时候， 常带着儿子去夏医

生的诊所里“参观”。 我们会热情地和夏医

生打招呼， 他给小朋友看病的时候， 也会

让儿子听一听， 让他知道为什么会得病，

生病是要吃药打针的， 否则会发烧、 变得

不聪明。 看到有小朋友打针却不哭， 我们

就以此鼓励儿子： “你看， 这小朋友比你

还小， 可是多勇敢， 只哭了一小下！” 儿子

拍着小胸脯： “我也很勇敢， 我打针时也

不会哭！”

当儿子生病的时候， 我们就会带他

去夏医生那里。 在去诊所的途中， 我们

一直与儿子说话， 打消他

内心的顾虑。 儿子担心会

疼， 我们会说： “夏医生

很喜欢小朋友， 他会轻轻地

打针， 只疼一小下。” 等见到

夏医生的时候， 我们会主动地跟

他说： “夏医生呀！ 打针有点疼，

那你一定要打轻一点啊， 只疼一小下

呀！” 夏医生自然心领神会， 他笑容满面

地说： “放心， 我轻轻地打针， 很快病就好

了。” 等到打针时， 我面对面抱着儿子，

让他紧紧地贴着我的胸膛。

夏医生一边用棉球擦拭孩子的臀部， 一

边说： “孩子呀， 病好了就可以和小朋友一起

出去玩了！” 夏医生下针很快， 打完针之后，

我们帮儿子按住针眼处， 揉一揉， 还继续与夏

医生说说话： “夏医生， 谢谢你啊！ 打完针，

宝贝病好了， 又能出去玩了！ 我儿子真勇敢！”

在我的鼓励和赞扬下， 儿子也从紧张的情绪

中走出来。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每个家庭教育方式

也不一样， 但只要在孩子心中塑造医生帮助

小朋友看病的正面形象， 让孩子知晓打针的

益处， 他们就会慢慢认可打针的作用并勇敢

地面对。

角色游戏化解孩子焦虑

■

苟淋

怕打针是幼儿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

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体现，这种心理是非

常正常的。 而通过角色游戏的方式，可以

发泄幼儿对“打针”的恐惧情感、缓解内心

的矛盾和冲突。

有次，我去看望5岁的外甥女粒粒。一进

门，粒粒就很生气地说：“小姨，趴下，把屁

股撅起来。 ”见到粒粒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忍

住笑容，这时，粒粒妈妈从一旁走过来：“前

几天带粒粒去打针了， 回来一直很不开心，

还到处给人打针。 ”我恍然大悟，粒粒心里

还积累着很多恐惧， 我何不抓住这个缓解

她焦虑的时机来帮助她，于是我灵机一动,�������������������������������������������

继续和粒粒开展这个角色游戏。

我假装要挣脱,拉大嗓门说：“我不打

针，我不吃药，我要回家！ ”粒粒用小手按

住我温柔地说：“乖，打了针，病很快就好

了，你又可以出去玩了。 ”我假装哭了起来

说：“打针很疼，我怕疼，不打不打！ ”

粒粒安慰我：“没关系，我给你唱歌，一

边唱一边打就不疼了。 ”粒粒又跑去把她的

布娃娃拿给我：“给你， 抱着她， 她会保护

你！”粒粒快乐地哼着小曲儿，“注射”完后还

夸赞我：“你真乖，真勇敢，真是个好宝宝。病

很快就好了!”

粒粒在游戏中，变成了认真负责的小

医生，面对紧张的“宝宝”，她积极主动地

思考打针的益处，用鼓励的话语、布娃娃

来帮助我缓解恐惧心理，而她的焦虑情绪

也得到舒缓。 粒粒给我打完针，开心地玩

去了。 粒粒妈妈说，粒粒从此对打针不再

那么抵触了。

特别关注

“原生态”宝宝和“非主流”妈妈

■

峻砾

朋友都说我是个“非主流”妈妈，为什

么这么说？ 因为我从未想培养一个“优秀”

宝宝，我只想随着孩子的天性，培养一个

“原生态”宝宝。

市面上流行的是优秀小孩———聪明

乖巧、多才多艺、知书达理———英语班、钢

琴班、芭蕾班———这些标准宝宝“制造车

间”人气颇旺。 大人们把自己的钱送给人

家，还要和孩子晕头转向地奔波在此班与

彼班的路上，满头大汗、身心疲惫！ 我很奇

怪怎么就没有冥想班、捉虫子班、玩泥巴

班呢？

我不想让孩子进入这些“制造车间”，

我陪儿子发现生活中的新奇！ 每天早上，

我和儿子就早早起来， 到附近的田野一

趟，看看周围有没有比昨天多了什么新鲜

玩意儿！ 有时候采一把宝剑形或者心形的

草的叶子，乐个半天；有时候会捡到样子

奇怪的小石头；有时候会比一比今天的太

阳红还是昨天的太阳红、今天的白云白还

是昨天的白云白……然后就和儿子探讨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探讨不出来究竟，谁也说服

不了谁,就气呼呼地回家上网查。

我从不要求他当个“听话”的孩子，我不

想“捆绑”住他的思维。我每天都给他讲故事，

任他把自己喜欢的书翻个上千遍； 给他买玩

具，任他拆了装、装了拆地“破坏”那些玩具，

甚至和他一起把那些本来非常完美的玩具改

造得面目全非。在我看来，“听话”远远比不上

他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 更比不上在事物中

找到发现的乐趣！

我也从不用大人的世俗眼光左右他，孩

子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儿子用300元钱的变

形金刚去换小朋友3元钱的气球，我也从来不

要求他换回来， 在他眼里那个圆圆的“大泡

泡”着实可爱！儿子还觉得小汽车不如大汽车

好，他坐在路边看汽车，大汽车呼啸而过时，

他两眼放光：“哇！ 大汽车！ ”小汽车从他眼前

经过，他会面无表情，表现得很淡定。

说句实话，在添乱、煞风景、制造尴尬、不

学无术这些领域，儿子还算表现杰出！ 我觉得

这样的宝宝超级可爱，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宝宝。 我希望他拥有的最强大技能，不是学钢

琴或者奥数， 而是享受人生———懂得如何在

每一件平淡无奇的事中找到超然的乐趣。 我

希望我的儿子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人，一个不流于俗的人———当然，他也有不要

这样的自由，他有选择自己生命内涵的自由！

朋友会说，总要有一天他会被体制化的，

你不是失望了吗？ 说实话，我也有些担心，但

我想真正的教育是尊重孩子的天性，因为，我

相信，这种“原生态”教育会给他未来的日子

涂上充满阳光和自然气息的人生底色！

家有小精灵

■

于德明

爬山的乐趣

周末， 乐乐和我去爬山。 走在崎岖

的山路上， 她对我说： “爸爸， 这不叫

爬山， 叫走山。 是不是？” 我问她： “为

什么叫走山呢？” 乐乐回答： “爬山就是

像小猴子一样手脚并用地在地上爬， 可

我们只用脚， 就是‘走山’。” 呵呵， 真

有意思！

快到山顶时， 山路两旁绽放的菊花

时不时地斜倚过来， 我拉着乐乐的小手，

告诉她那是菊花。 谁知小家伙仰着头对

我说： “菊花就是橘子上开的花。” 我连

忙说不是。 乐乐想了想， 又说： “那就

是花上结的橘子了？” 好可爱的小精灵！

下山时， 乐乐和我走在公路上， 她又

有问题了： “爸爸， 公路是汽车走的道路

吗？” 我说： “乐乐说的对啊。” 乐乐手舞

足蹈地说： “我知道啦！ 那天空就是飞机

的道路； 小河就是水走的道路了！”

怎么没有我

冬天的一个晚上， 我回来得有些晚。

妻子故意逗乐乐： “我们不要你爸爸好

不好？” 小家伙当即就撅着小嘴答道：

“不好！” 妻子追问： “为什么？” “因为

我这一半是爸爸的， 这一半是妈妈的。”

她指着自己的身体天真地说。 呵呵， 真

可爱的小精灵啊！ 过了一会， 她突然指

着我和妻的结婚照问： “爸爸， 你和妈

妈照相， 怎么没见我呀？” 我刮着她的小

鼻子， 笑她： “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

呢？” “那下一次， 你们结婚一定要带上

我去照相！” 她急切地说， 样子还挺认真

的。 我便顺势问她： “如果爸爸妈妈生

气了， 你跟爸爸一起住呢， 还是跟妈妈

一起住？” 她摆弄着玩具， 头也不抬地回

答： “我不跟爸爸， 也不跟妈妈， 我跟

爷爷奶奶一起住。”

（乐乐大名叫于洁， 来自河南省西

峡县县直幼儿园）

禹天建 绘

和孩 子 一 起 面

对疾病 、 疼痛和恐

惧，这其中蕴藏着成

长的契机。 家长应该

坦诚地和孩子交流，

积极地鼓励和引导

孩子。 孩子内心原本

就有成长的勇气，我

们只有不断学习，才

能找到打开勇气之

门的钥匙。

寒冷的冬天， 生病的宝宝成了儿科门诊的常客， 孩子害怕打针、 一到医院就哭闹， 是许多家长需要面对的难

题。 其实打针背后有很多教育理念值得探讨。 本期我们来关注家长的烦恼和妙招， 思考如何通过打针这件小事， 增

强亲子间的信任和关爱， 帮助孩子学会独立勇敢、 与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