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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是比利时经典连环画
《丁丁历险记》 诞生90周年。 《丁丁
历险记》 由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创
作， 自1929年1月10日起在比利时报
纸上开始双周连载 。 连环画中的丁
丁生活在20世纪的欧洲 ， 以记者的
身份奔走于世界各地 ， 明察暗访 、
匡扶正义。 该作品备受全世界人们
的喜爱， 先后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
全球销量超过3亿册。

丁丁历险记
迎来九十周年纪念

一艘载有11名中国游客的快艇9
日下午在普吉海域与一艘停泊油轮
相撞， 导致11名中国游客和2名船员
受伤， 无人死亡。 据了解 ， 事发时
快艇正由皮皮岛返回普吉岛 。 伤者
被送往普吉两所医院接受救治 ， 无
生命危险。

泰国普吉快艇撞船
11名中国人受伤

2月10日， 我国迎来春运返程客
流高峰 ， 道路客运量预计达到7930
余万人次。 据悉， 春节假期全国交
通运输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7天假期
全国道路运输预计共发送旅客约3.38
亿人次。 假期未发生重大突发事件
和严重拥堵、 旅客滞留情况。

春节假期
未现大规模严重拥堵

一位母亲说， 她的两岁儿子从来
不肯坐下来 ， 总是不停地翻上爬下 ，
家里所有的家具都被爬遍， 连电视机
也不放过， 还多次摔得鼻青脸肿， 却
乐此不疲。

对策

据美国俄亥俄州的全国儿童医院
研究所的调查报告， 每年因为攀爬家
具而受伤的孩子超过14000人。 儿童智
力开发副教授罗斯福说， 如果家里有

好动的孩子， 应该把家具和电器做特
殊的固定， 与墙壁连接， 把数件物品
摆放成L字形， 在地面上加铺厚垫等 ,
都是易行的方式。

另一位母亲抱怨说， 她的孩子总
是把食物抛到四周， 不好好吃饭。

对策

罗斯福副教授认为那是孩子在实
践他所认为的生活。 他要看看烤饼圈

能滚多远， 试试土豆块掉出了盘子是
什么样。 而且他还愿意表演给妈妈看，
以示得意 。 因此作为妈妈不要理他 ，
而要平静地告诉他 ： “食物是吃的 ，
不是用来玩的。 不要试了， 你快点吃。
否则我要收走了。”

比较常见的， 还是父母们在过节
见客时， 孩子们行为没有礼貌， 或是
用各种怪异方式胡闹 ， 很破坏节日
气氛。

摘自 《北京晚报》

2月11日， 支付宝发布今年春节
期间的境外移动支付数据。 结果显
示， 中国人境外消费升级趋势显著，
三四线城市人均境外支付宝消费增
长速度超过北上广， 同时 ， 60后在
境外使用支付宝的人数增长了1.3倍，
逐渐和年轻人一样有了 “不带钱包”
游全球的习惯。

春节境外移动支付数据:�
60后人数猛增

国外熊孩子“治疗”有方

美国老祖母詹妮·克莱尔得知女儿
和女婿要带两岁的外孙女回来过年，忙
着准备了一番，还找出收藏很久的各种
玩具。 外孙女对她很亲热，让她更是大
包大揽了看管责任，告诉女儿女婿在节
日里尽管去探亲会友，一切放心。

詹妮满心欢喜， 一边照顾小外孙
女， 一边还把照片放到网上与朋友分
享：“看她圆鼓鼓的小胖肉，摇摇晃晃地
走路，说话含糊不清又问东问西，真是
太好玩了。”可是好景不长，小宝宝的麻
烦来了。 当有客人来访，本来还算乖巧
的小女孩， 不是乱跑就是打翻果汁，后
来还因为没有人和她玩， 干脆倒地大
哭。 詹妮被搅得哭笑不得……

儿童心理学作家苏珊·泰勒在她的
文章中分析道：

即使不少孩子能用一些语言来表
达他们的情绪， 可是他们在很多情况
下， 不明白自己的周围到底发生了什
么， 也无法很快并且正确地向家长解
释。 好奇和尝试让很多孩子故意做一
些大人禁止的事情。 有时候， 孩子们
分明知道父母讲过不要在墙上涂鸦 ，
不要从高处往下跳， 他们却偏偏要做，
而且还要炫耀一番。 好奇心往往让他
们高估自己的能力， 结果是不断闯祸。

睡眠不足也会导致孩子情绪失控。 疲
倦的孩子不是发脾气就是毫无章法 ，
与平时听话的时候判若两人。

群体作用也让孩子们时而优时而
劣 ， 完全取决于周围孩子们的表现 。
孩子强烈的模仿本领， 使得他们很容
易学做很淘气的事， 如果一群孩子中
一个人推翻玩具， 很可能另外的孩子
也有样学样 ， 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了
“小恶魔”。

最不易察觉的是孩子们在某些药
物的作用下， 不能控制自己， 或是受

到欺负和挑战的压力， 因无法承受而
爆发过激行为。

苏珊说： “不能否认的是， 孩子
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有多大错
误。 有时候他们告诉你， 小同学的妈
妈很胖， 或是在洗手后把水甩得到处
都是， 很可能他们一时无心， 或是在
做试验， 并非每次都是故意地干坏事。
所以家长不要太担心， 只需就事论事
地指点即可 。 孩子们还在学习阶段 ，
他们需要时间来明白这个世界和众多
的规矩。”

美国母亲杰奎琳有一儿一女， 9岁
的女儿夏洛特常抱怨她4岁的弟弟乔太
讨厌， 不愿和他玩。 妈妈杰奎琳其实
也有同感， 常常难以控制地大声呵斥
儿子乔的恶作剧。

当杰奎琳忍无可忍时， 决定向专
家求助。 艾德医生指点她说： “你所
犯的错误 ， 是很多父母都常做的事 ，
就是成人们在孩子行为不端的时候 ，
做出激烈反应， 力图制止和纠正， 可
是其作用往往适得其反。 孩子在受到
父母斥责时， 反而获得了得到重视的
错误信号， 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
类似的方法， 把家长的注意力拉到自
己这里来。”

杰奎琳妈妈在得到艾德医生具体
指导后， 开始了对 “熊” 儿子的管教。

第一天， 杰奎琳对儿子的捣乱不
动声色。 她在吃早餐的时候， 同时对
一对儿女说： “今天， 如果你们俩吵

架或是发牢骚， 我都假装看不见也听
不见， 你们懂吗？” 大女儿 “嗯嗯” 了
两声， 有些不以为然， 可是儿子过了
半天才反应过来， 出门后想起来要挑
战母亲。

在商店里， 乔大喊： “我要喝果
汁。” 其实他刚刚喝过水。 杰奎琳只解
释了几句就真的不再理他， 可是乔的
叫声一次比一次高 ： “你听见没有 ，
我叫你呢。 咱们干吗到这个蠢商店里
来， 太讨厌了。” 杰奎琳坚持着， 还假
装与女儿讨论起要买一条蓝裙子。

过了一会儿， 杰奎琳感到身边突
然安静了， 原来乔放弃了喊叫， 被商
店里一盒乐高积木吸引了过去， 显然，
他接受了母亲发出的讯息， 今天不理
他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自动转移了注
意力。

从第二天开始， 杰奎琳不断地展
示家庭和亲情的正能量 ， 用表扬和

鼓励的语气和孩子们说话。 她夸奖女
儿带领弟弟整理房间的好表现， 也赞
扬儿子所做的纸盒房子很有创意。 孩
子们受了一直都没有吵嘴， 当儿子乔
丢失了一块积木的时候， 两人一反过
去遇事就互相嘲讽的习惯， 联手一起
寻找。

从第三天开始， 杰奎琳控制好自
己的情绪 ， 从早上督促孩子们穿衣 、
吃早点到出门上学 ， 始终保持镇静 ，
指点孩子们忙而不乱。

第四天， 当母子间的感情达到平
顺和理智后， 杰奎琳才开始重新制定
家庭纪律， 比如遇到意外， 可以生气，
但是不要毁坏物品， 更不要姐弟之间
打架。 最近一次， 女儿做了错事， 杰
奎琳妈妈让她回自己房间反省， 女儿
居然乖乖去了， 没有嘟囔， 没有生闷
气地摔门， 出来时已经是认错的表情，
整体效果很好。

专专家家指指点点 治疗各类淘气

实实际际操操作作 管教“熊孩子” 四天见初效

专专家家解解读读 “熊孩子”大闹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