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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18岁前
要建立5种品质

职工陈女士的孩子马上就要
上幼儿园了， 为此她很焦虑， 也
有些担心， 除了学校教的， 是否
还需要上额外的辅导班进行学习
呢？ 对于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性格
培养、 特长培养还有英语等辅导
班， 到底孩子需要哪些呢？ 对于
陈女士的问题， 专家介绍， 对儿
童来说， 信任、 耐心、 责任感、
自信心、 投入是最重要的 5 种品
质。 后天培养对这些品质的建立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 人
的发展要历经八个阶段， 每个阶
段有每个阶段的核心任务。 当任
务得到恰当的解决并处理成功，
就会获得较为完整的同一性。 核
心任务处理的失败， 则会出现个
人同一性残缺、 不连贯的状态，

处理的成功与失败即为两个极
点。 例如婴儿期时的最优状态是
基本信任的状态， 最劣状态是基
本怀疑的状态。 核心任务的处理
结果会影响人的一生。 停滞和适
应不良会在解决冲突失败之后到
来。 每一阶段的冲突都可以称为
“危机”。

事实上， 在每一阶段， 个体
经历的危机需要在与该阶段有关
的对立的正极点和负极点之间拉
伸。 成功解决一个阶段的危机会
让人们对下一阶段的同一性问题
做好准备。

不同阶段
培养孩子不同品质

第一阶段， 信任感对怀疑感
(0～2 岁 )。 0～2 岁的儿童需要有
规律的满足和舒适的照料。 能做
到这一点， 就对周围世界产生信
任感。 如果他哭了， 会有人过来

吗？ 如果他饿了、冷了或尿湿了，
会有人给予帮助吗？ 日常生活中
的惯例和常规会 如 常 发 生 吗 ？
正是通过这些简单的经历， 孩子
才能学会信任并依赖自己的父
母， 否则就会对周围世界产生怀
疑， 形成消极品质。 因此， 这个
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建立信任感。

第二阶段， 自主性对羞怯或
疑虑 (2～4 岁)。 2～4 岁的儿童和
过去处于依赖状态的儿童不同，
由于行走和语言的出现， 开始探
索世界 ， 要求独立性 ， 要求我
“自己来”。 如果此时处处束缚他
的手脚， 横加限制， 就会形成羞
怯、 疑虑， 甚至孤独感和反抗。
因此， 这个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在
成人关怀儿童安全的条件下， 培
养儿童自由活动的自主性。

第三阶段， 主动感对内疚感
(4～7 岁 )。 4～7 岁的儿童 ， 进入
幼儿园的孩子， 应当培养他们在
没有成人控制的情况下， 能靠自

己的良心控制自己的行为， 能形
成正确的父母子女关系。 因此，
这个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发展儿童
自己的主动性。

第四阶段， 勤奋感对自卑感
（7～12 岁）。 7～12 岁的儿童， 这
时主要是进入学校学习。 要帮助
儿童勤奋学习， 掌握基本的文化
知识， 正确对待学习竞争。 如果
顺利发展， 就能为一生勤奋工作
打下基础。 否则就会出现自卑感 ，
自暴自弃、 无所作为。 因此， 这
个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儿童的
勤奋心。

第五阶段， 同一感对同一混
乱感 （12～18 岁）。 12～18 岁的孩
子进入青少年期， 青少年对周围
世界有了新的观察与新的思考方
法， 他们经常思考自己到底是怎
样的一个人。 他们从别人对自己
的态度中， 从自己扮演的各种社
会角色中， 逐渐认清了自己。 对
自己的过去、 现在、 将来产生—

种内在的连续感， 也认识到自己
与他人在外表上与性格上的相同
与差别， 认识自己的现在与未来
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 这就是同
一性， 即心理社会同一感。

儿童的品质锻炼
在于日常生活中

对于陈女士担心的幼儿园阶
段， 专家建议她不妨先从锻炼孩
子的责任与意志力开始， 养成按
时起居、 规律生活、 自我控制。
养成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 父母
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各种作息时
间， 如早起、 早锻炼。 制定作息
时间表有利于孩子养成有动有静
的活动习惯 。 培养孩子按时吃
饭、 洗漱、 排便、 睡眠、 劳动、
看电视的习惯 ， 逐步做到不催
促， 不提醒， 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和坚持力。

3岁以后的孩子看什么电视，
父母要事先与孩子商量好， 以儿
童节目为主， 在规定的时间内不
多看也不少看 。 3 岁以后每天
20～30 分钟为宜。 当孩子逐渐长
大， 还要教给他怎样用钱、 怎样
节约、 怎样存放， 鼓励他买书和
智力玩具， 援助他人等。

□本报记者 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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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由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提供）

丰台工商分局协调聚力
打好大红门地区疏解“组合拳”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与本报合办

免费职工心理咨询在线服务
www.bjzgx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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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各种班
种品质是关键

公

告

电车客运分公司职工赵金海（员
工卡号 09003858）， 你自 2017 年 1 月
18 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22 日止已连续
旷工 23 天。请你自登报生效后 5 日内
到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否则，分公
司将按旷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电车客运分公司人力资源部
2017 年 6 年 7 日

为保障大红门地区疏解工
作任务指标顺利完成， 丰台工
商分局立足自身职能， 集全局之
力， 抽调干部， 制定工作制度，
协调聚力打好大红门地区疏解
“组合拳”。

一是积极履职， 充分发挥工
商职能。 坚持依法执法、 文明执
法， 不推诿扯皮， 不激化矛盾。
从严查处将市场内存在的无照经
营、 擅自变更登记事项、 出租出
借转让营业执照以及商标侵权、
虚假广告宣传、 不正当竞争、 销
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违规行
为； 有针对性地将市场是否存在
接收外区被疏解商户或本区被疏
解市场商户的问题， 作为特别要
注意的内容 ， 避免成为疏解的
“缓存带”。

二是协调聚力， 积极参与联
勤联动。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通
过各渠道的宣传报道， 得到了相
关部门的关注和支持， 国税、 地
税和消防等相关部门均指派人员
与工商部门共同开展了联合检
查， 合力推进了大红门地区市场
关停腾退和转型升级工作的进
展 。 另外 ， 分局还联合区 “双
打” 办及公安、 质监、 食药、 文

化、 知识产权等相关部门共同开
展专门性执法， 重点检查了各类
市场主体的商标授权经营情况及
商标使用和管理情况， 并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商标使用不规范等问
题对相关市场主体进行了指导和
纠正。

三是借势借力， 全面落实重
点工作 。 整治工作期间 ， 正值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召开， 分
局严格按照 《北京市打击侵权假
冒工作小组关于加强 “一带一
路” 高峰论坛期间打击侵权假冒
集中检查的通知》 要求， 以被列
为高峰论坛期间重点监管市场大
红门地区的合生广场、 新世纪服
装市场及周边地区为重点， 借势
借力， 将监管范围扩展至全部市
场， 在工作中着重督促市场采取
有力措施， 落实防范侵权假冒商
品的各项规定， 严厉打击侵权假
冒商品的违法行为， 维护良好的
市场环境。

马静

幼儿培养

国家放开 “二孩” 政策后， 关于育儿方面的话
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 近期又有关于 “幼升小”
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不少关注和讨论， 那么幼
儿教育应该注重哪些关键点的培养呢？ 本报记者就
此采访了北京市总工会心理专家团队的老师， 请他
们给出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