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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0到3岁的孩子，可能家长会觉
得他们这时还缺少对规则的基本认识，
谈德育为时尚早。 其实一个人的品德
不会突然出现，而是一点一点培育起来
的，这个过程中存在很多其他成分都和
孩子未来的品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0到3岁的孩子可能听不懂大道理，
但是大人可以给他讲有关的故事， 比
如经典的 《小马过河》， 就是教孩子从
不同角度去看待问题， 帮助孩子摆脱
以自我为中心 。 看起来它不是德育 ，
没有讲大道理， 但是它和孩子道德品
质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

家长应该意识到， 生活中的每一
件事情都包含着 “德智体美劳” 五育
元素。 我们可以抓住孩子感兴趣的事
情， 抓住生活中的点滴， 将这些点滴
深入挖掘、 扩展， 然后跟孩子进行深
入交流，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五育就渐
渐出来了。 要做智慧型父母， 把自己
调动起来， 想一想我们在生活中可以

做什么， 亲子交往中应该怎样促进孩
子的发展， 解决真实的生活问题， 让
孩子具备生活能力， 能够奔着美好生
活的小目标一直向前走。

我们面对周围的事情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了解规则、 遵守规则， 以善来
对待这个世界； 另外一种方式是以恶
制恶、 以暴制暴， 比如 “别人不排队，
我也不排队”， 最后的结果就是秩序混
乱， 大家都不能进行下去。 孩子当时
可能看不到结果， 家长要帮孩子去分
析、 讨论， 帮助孩子看到目前这个阶
段他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些事情， 这就
是引导的作用。

一岁半的孩子不知道哪些该做 ，
哪些不该做， 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家
长让一岁半的孩子弄懂规则很难， 但
是可以让他学习规则， 学习是一个过
程， 学会是一个结果。

对于0-3岁的孩子爱动手、爱打人
的问题， 其实多半情况下他不是打人，

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不像大人说打人
带有恶意什么的，他只是喜欢对方的玩
具，就动手抢过来，因为他没有办法用
语言表达我想跟你共同玩游戏，所以只
能用肢体表达。但是小孩子很难控制自
己的力度，别的孩子也不知道你的真实
想法，因为你不会说话，结果造成这种
误解，好像孩子在打人，其实不是的。

所以家长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需
要了解一些儿童发展情况，掌握心理学
和儿童认知发展基本规律，到了孩子两
岁时语言能力突飞猛进，上述行为就会
随之减少。当然家长也要引导孩子多去
讲话，让他少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意思。

无论是体育运动还是其他学习认
知活动，都应该遵循孩子的身心发展规
律，同时考虑孩子的兴趣，先得让他感
觉好玩了他才愿意去做，否则当然不愿
意。 比如说孩子不喜欢运动，家长要想
想也许不是孩子不喜欢，很可能是运动
方式不适宜孩子。

家长要考虑的是给孩子选择他喜
欢的活动，学会观察孩子的兴趣，他喜
欢什么样的活动，大人能不能给他创造
这样的趣味活动和游戏。比如说在家庭
里，所有孩子都喜欢枕头大战，和家长
打来打去，既密切了亲子关系，打完又
出了一身汗，锻炼了体能。 所以家长要
行动起来，想想可以怎样开展适合幼儿
的运动，多提供这样的有效支持。

本报记者 任洁 杨琳琳 张晶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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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龄前儿童，特别是0~3岁的孩子开展德育有效果吗？ 会不会太
早了，可能孩子并不太懂？ 比如小朋友玩滑梯，有的会好好排队，有的
就不会排队，怎么办？ 孩子爱动手、爱打人怎么办？ 孩子不爱与人分
享怎么办？……这些问题困扰着不少的家长。那么在孩子成长中，家长
如何对孩子进行德育启蒙呢？ 一起来听听家长和专家的建议吧。

欧阳先生 国企职工 女儿 6岁 发现不好的习惯家长要及时帮孩子改正

刘女士 二孩妈妈 女儿5岁 儿子2岁

邰怡明 绘图

其实孩子是天生会学习的， 从出
生开始就慢慢的学会爬、走等动作，德
育也应该从小进行。 面对失败，孩子还
是很有韧性的。 记得我家闺女小的时
候，两岁多就已经会用筷子了，虽然不
是特别熟练， 但是已经可以自己吃面
条了。 一次我们出去吃火锅，很多人看
到这么小的孩子会用筷子， 都为她点

赞，让闺女着实自豪了一番。其实，我们
也不是刻意让孩子学，闺女就是看我们
用筷子，她也要用，妻子就一次一次教
她，鼓励让她自己吃饭，她学的很认真。
说实话，吃饭场面很狼藉，我都看不下
去了，妻子却从不阻止。 孩子学会用筷
子之后， 再一点一点的灌输餐桌礼仪，
所以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已经可以很

好的进餐了， 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让
孩子很自信。

所以 ， 要重视孩子的思想品德 ，
性格和行为习惯的教育。 特别是在学
龄前幼儿时期， 孩子的思想品德、 性
格、 行为习惯还没有完全成熟和定型，
一定要有足够的重视。 不能简单地认
为， 孩子现在的脾气和性格、 品德与

习性不好没有关系， 长大了自然好了。
凡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第一次， 都有从
不会到会， 从不知道到知道， 最后到
养成好习惯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家
长引导的过程。 当家长发现孩子有不
好的习惯时， 一定要及时指出来， 并
给予孩子改正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
家长一定要有耐心， 不要轻易斥责。

我是一名二孩妈妈 ， 家中大宝5
岁， 小宝2岁， 我认为， 陪伴孩子成长
的过程， 也是一个自我 “修炼” 的过
程。 就拿为孩子开展德育启蒙这件事
来说， 我有很多切身感悟， 在这里最
想说的是， 做德育启蒙， 越早越好。

不久前一天， 我带着小宝在去附
近公园拍球玩时， 遇到了另一个差不
多大的小孩拿着一辆玩具车， 看到我
们正在拍球， 就跑过来玩起了我们的
球， 我家小宝见他玩自己的球， 就自

然地去玩他的玩具车。 结果， 那个孩
子突然发起了脾气， 不许我们动他的
玩具车。 我看到他的家长就在附近 ，
却完全没有上前阻止的意思 ， 我便
走过去拉走了我家孩子， 换了个地方
玩。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家大宝小时
候 ， 我可能会很生气 ， 觉得那个小
孩 “不懂事 ”， 但现在我不会这么想
了， 因为我知道， 对于两岁左右的孩
子来说 ， “你的 ” “我的 ” 界限很
模糊， 见到玩具， 他们下意识就会想

凑过去玩， 那名小孩子没有错， 可是
作为家长， 这个时候应该出来加以引
导， 告诉孩子你玩了别人的玩具， 别
人也可以玩你的玩具， 这是一个分享
的过程。

在孩子的德育教育方面， 家长的
“身教” 重于 “言传”， 这一点应该不
会有人反对吧。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
子 “有礼貌” “懂事”， 我遇到很多家
长， 常常把 “要听话” 挂在嘴边， 可
事到临头， 又会推脱说 “孩子还小”。

而在孩子的眼中， 家长允许做的就是
“对的事 ”， 不允许做的就是 “错的
事”， 当孩子做了一次， 家长又没有制
止时 ， 他们会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 ，
等孩子逐渐长大，家长想要制止孩子的
某些不良习惯时，孩子已经形成自己做
的事没有错的观念，此时，家长再想要
纠正，可能会变得困难。因此，在开展德
育教育这件事上， 家长千万不要嫌早，
要以身作则， 让孩子从小知道哪些事
可以做， 哪些事不可以做。

德育启蒙越早做越有效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 刘晓晔

李先生 造价咨询师 儿子2岁

周末，我带着孩子在家附近的小公
园玩。 我家孩子一天打了7个小朋友，
我也带着孩子向别的家长道歉了7次。
每次看见他靠近小朋友， 我都得赶紧
靠近1米范围内， 防止孩子和别人发生
冲突，这事情想着都头大。 我孩子2岁8
个月了，孩子妈妈是一名护士。 由于孩
子得来很不容易，家里爷爷奶奶平时十
分宠溺，孩子在家里是要风得风，要雨

得雨，从不让我们对孩子说重话。
孩子小，又爱打人，这怎么办？我和

妻子琢磨了一下，还是决定和孩子先沟
通。 同时，我们也通过网上搜索相关的
案例，寻找解决办法。我们发现，孩子的
本意不是要打人，而是孩子语言跟不上
行为的表现， 他想和别的小朋友玩，但
是又表达不出来，就采取打人的方式来
吸引小朋友注意。 发现事情的真相后，

我们一边采取直接教育的方式告诉他。
另外，为了方便孩子理解，我们买了相
关行为规范的绘本，通过绘本来引导孩
子规范自己的社交行为，以及怎样让小
朋友和他一起玩。 果然，通过阅读绘本
后，孩子明白了不能打人，可以通过玩
具交换等方式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孩子不打人
了，并学会主动招呼小朋友一起玩了。

此外， 孩子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做什么都不爱排队。 在家里， 爷
爷奶奶都让着他， 以至于他形成了一
种什么都是他优先的习惯。 我们仔细
分析后， 也购买了相关行为规范的绘
本， 并告诉他， 只有排队才能和大家
一起玩。 他渐渐地明白了规矩， 也开
始主动排队了， 甚至还会主动维护排
队秩序。

用绘本代入法引导孩子规范行为

家家长长对对低低龄龄儿儿童童
如如何何进进行行德德育育启启蒙蒙？？

抓住生活中的点滴让孩子学习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