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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对于12岁以前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来说，显得无比珍贵。因为，在这个时期内，父母的
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有巨大的影响， 身为父母的职工朋友务必要珍惜这段不可复制的黄金教育时
间，就像作家龙应台所说的那样，对于教育孩子，除了言传身教和陪伴，没有任何捷径可循。

□本报记者 张晶

【现象一】
父亲缺席 孩子成妈妈

的“小年糕”

职工曹瑜的儿子今年4岁半，
外号 “小年糕”， 因为孩子总是
渴望无时不刻地粘着她， 每次她
出门上班， 孩子都像要生离死别
似的哭泣， 让她既心疼又无奈。
“也怪我小时候太惯着他 ， 现在
稍有不顺他心意的地方， 他就大
哭大叫。” 曹瑜说， 孩子三岁之
前， 她一直没有上班， 专职在家
带孩子， 眼看孩子大一点了， 花
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这才决定出
来工作， 为了接送孩子方便， 她
特意找了一份时间相对自由的工
作， 不过问题还是随之而来。

“在幼儿园里 ， 老师说我儿
子表现还不错， 会和小朋友一起
玩耍， 可是只要一放学， 他必须
马上见到我， 有一次， 我因为工
作耽搁了， 等我去的时候， 幼儿
园里只剩下他一个小朋友和三名
老师， 我没去的时候他还勉强能
和老师们一起看看书， 等我一出
现， 他眼圈立马就红了， 接着就
开始哇哇大哭， 一边哭一边说，
妈妈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看着孩
子可怜巴巴的小模样， 我心里特
别不是滋味， 直跟他承诺， 妈妈
以后再也不会晚来了。” 曹瑜说，
时隔多年重返职场， 她感觉自己
就像一个 “菜鸟”， 有很多新知
识要学习， 压力非常大， 而且很
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 只恨自己
分身乏术。 曹瑜和其他家长聊天
时发现 ， 大家基本都是职场妈
妈， 全职在家带孩子的只有极少
数。 “那孩子的爸爸呢， 他不能
帮你一把么？” 听到记者的提问
后， 曹瑜脸上露出了谜之微笑。

“因为前几年我没上班 ， 家
里的开销全部靠他爸爸一人来维
持， 所以在孩子的印象中， 爸爸
基本是见不到的， 一个星期， 可
能只有周末能和孩子玩上一会
儿 ， 这还得在他不加班的前提
下。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总要有人赚钱嘛。” 曹瑜做了一
个摊手的动作， 接着说道， “由
于爸爸经常不在身边， 我感觉儿
子不像有爸爸陪伴的小男孩那样
开朗外向， 尤其去一些陌生场合
的时候， 他总是缠着我， 躲到我
身后， 不敢独自去接触新环境，
如果我硬把他推出去， 他便会杵
在原地 ， 手足无措 。” 曹瑜说 ，
关于孩子的性格问题， 她和孩子
的爸爸都很担忧， 可眼下也没想
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来。

【现象二】
祖辈帮带 城市 “留守”

儿童屡见不鲜

采访中， 记者询问了多名幼
儿家长， 发现他们基本都是双职
工， 关于这一点， 中国城市亲子
调查也给予了佐证， 调查数据显
示 ： 七成中国父母没时间陪孩
子， 仅30.32%的父母有足够的时
间陪伴孩子， 全职父母的比例不
到一成。 另外， 有73.13%的父母
会因为工作原因取消与孩子的约
定 ， 67.75%的孩子由老人照顾 ，
独立照顾孩子的父母仅占１/３。

这几年， 关于 “留守儿童”
的问题经常见诸报端， 在人们印
象中， 只有农村才有留守儿童，
殊不知， 在城市中， 留守的问题
同样严峻 。 如果赶上一个好天
气， 您随便走进一个小区， 带着
孩子在空场上晒太阳嬉戏玩耍的
一定是 “白发一族 ” ， 包括周
末 ， 即便父母休息在家 ， 老人
们也会把孙儿带在身边 。 上周
末， 记者便在小区内遇到一对带
着小孙女玩耍的老人， 他们告诉
记者， 孩子的父母就住在同一个
小区中， 由于工作繁忙， 周一到
周五孩子都由他们带， 晚上也和
他们一起睡， “周末他们会来接
孩子， 不过孩子反而跟我们更亲
一些， 跟他爸妈就那么回事儿。
加上我们也心疼孩子爸妈上了一
礼拜班了， 好不容易能歇歇， 所
以就不让孩子走了， 还是由我们
带 。” 孩子的奶奶对记者说道 。
对于父母缺席孩子成长的问题，
这位老人不以为然， “他们上班
忙带不了， 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
把， 再说我们也经常看微信学习
育儿知识， 教育孩子方面不比年
轻人差。”

【专家声音】
陪伴孩子也要讲究技巧

针对双职工家庭， 北京职工
服务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孙红梅
表示， 父母白天上班， 晚上下班
回到家， 要注意管理好自己的情
绪 ， 千 万 不 要 把 负 面 情 绪 以
“爱 ” 的名义发泄到孩子身上 ，
让陪伴和关爱变了味儿。 她举例
说， 一些家长回家后看见孩子贪
玩没有写作业 ， 也不问青红皂
白， 上来就是一通数落， 甚至朝
孩子大吼大叫， 这种方式是非常
不利于孩子心理发展的。 因为孩
子可能在课业上遇到了一些难
题， 或者在和同学交往时有了一

些摩擦， 导致孩子没有写作业，
但是在家长的一通数落之后， 孩
子往往不敢把自己心中的 “小困
难 ” 说出来 ， 只能选择自我消
化。 久而久之， 孩子与父母之间
的沟通就会出现问题， 孩子在有
烦心事的时候便选择不向家长倾
诉， 而当家长意识到 “我的孩子
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交流了” 这个
问题， 想要弥补的时候， 已经错
过了最佳时机。

另外一方面， 有的家长忙于
工作， 长期疏于陪伴孩子， 只能
在物质上给予孩子补偿， 孩子要
什么就给买什么， 这样也是不利
于孩子身心发展的， 比较明显的
一个问题就是会使孩子养成一种
比较霸道的性格， 只懂索取不懂
付出。 孙红梅说， 有不少前来找
她咨询的家长都提到过 “我为孩
子付出了那么多， 他为什么就不
懂得感恩呢？”， 可他们的孩子却
认为， “你为我付出过什么， 你
甚至没有陪我做过一次手工 。”
孙红梅说 ，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中 ， 必须要有陪伴和关爱的元
素， 单单靠经济来维持的亲子关
系， 最终势必会出现问题。

再有就是由祖辈来带的孩
子， 隔辈人往往会比父母更加溺
爱孩子， 对孩子听之任之， 这对
孩子的成长显然是弊大于利的。
孙红梅表示， 孩子的心理是非常
敏感和脆弱的， 父母把孩子放在
祖辈家里， 会让孩子的性格形成
两个极端， 一个是非常乖， 一个
是非常淘气， 前者是由于爷爷奶
奶会告诉孩子， 父母挣钱给你读
书不容易， 你要听话懂事。 后者
则是由于祖辈过分溺爱， 导致孩
子养成了霸道、 叛逆的性格。

而在所有教育方式中， 最不
可取的一种便是打骂 。 孙红梅
说， 对于70后80后家长来说， 他
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 打是亲骂
是爱， 所以， 也会把这种思维带
到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中， 很多人
理直气壮地认为， 从小我就受到
这种教育， 现在我性格也挺好的

啊。 孙红梅指出， 时代不同了，
教育方式必须要与时俱进。 她表
示， 人类的需求包括五个层次，
生理的需求、 安全的需求、 情感
的需求、 尊重的需求、 自我实现
的需求。 之前， 物质相对匮乏，
人们更多的是在照顾生理和安全
的需求， 比如吃饭、 穿衣、 医疗

等， 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所以对孩子的教育也不可同日而
语， 要更多的去关注孩子的情感
需求、 尊重需求， 帮助他们成为
一个身体、 心理都健全的人。 在
采访的最后 ， 孙红梅还特别指
出， 和谐的夫妻关系是给孩子最
好的礼物。

你你，，缺缺席席孩孩子子成成长长了了吗吗？？

任何年龄段的教育失误
都会造成终生发展障碍

【方法论】

父母缺席孩子的童年， 对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孙红梅表示，
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心理， 每个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心理需求也是
不尽相同的。 孙红梅引用埃里克森的人格终生发展论进行了解答。

0至1.5岁
很多父母会觉得孩子还小，

只要吃饱不哭就行， 殊不知此时
是培养孩子信任感的关键时期，
因为这期间孩子开始认识人了，
当孩子哭或饿时， 父母是否出现
是建立信任感的重要因素。 埃里
克森认为， 信任在人格中形成了
“希望” 这一品质， 它起着增强
自我的力量， 一个具有信任感的
孩子敢于希望， 富于理想， 具有
强烈的未来定向。

1.5至3岁
此时的孩子已经掌握了大量

的技能，如，爬、走、说话等，更重
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怎样坚持或放
弃，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有意志”
地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这时
候父母与子女的冲突很激烈，一
方面父母必须承担起控制儿童行
为使之符合社会规范的任务，即
养成良好的习惯， 如训练儿童大
小便， 使他们对肮脏的随地大小
便感到羞耻，训练他们按时吃饭，
节约粮食等； 另一方面儿童开始
了自主感，他们坚持自己的进食、
排泄方式， 如果父母对孩子的保
护或惩罚不当， 他们就会产生怀
疑，并感到害羞。

3至5岁
家长要鼓励他们， 甚至和他

们一起“做傻事”。埃里克森认为，
如果孩子表现出的主动探究行为
受到鼓励，就会形成主动性，这为
他将来成为一个有责任感、 有创
造力的人奠定了基础。 如果家长
讥笑孩子的独创行为和想象力，
那么孩子就会逐渐失去自信心，
这使他们更倾向于生活在别人为
他们安排好的狭窄圈子里， 缺乏
自己开创幸福生活的主动性。

6至12岁
此时， 他们正在学校接受教

育， 学校是训练孩子适应社会、
掌握今后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
能的地方。 如果他们能顺利地完
成学习课程， 就会获得勤奋感，
这使他们在今后的独立生活和承
担工作任务中充满信心。 反之，
就会产生自卑。 另外， 如果孩子
养成了过分看重自己课业的态
度， 而对其他方面木然处之， 这
种人的生活是可悲的。 埃里克森
说： “如果他把工作当成他惟一
的任务， 把做什么工作看成是惟
一的价值标准， 那他就可能成为
自己工作技能和老板们最驯服和
最无思想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