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几招让孩子避免结交品行不良朋友？

难点11
儿童到一定时期渴望交友，是一种正常的成长现象。但是他们的是非分辨力不

高，如果结交到一些品行不良的朋友，自身难免受到不良影响。这时家长就要帮助

孩子，在不挫伤他们交友积极性的情况下，主动放弃与那些人的往来。

专家问诊

曹刘霞（儿童心理咨询师、资深教育工作者）

针对孩子的交友，家长们常常存在一个比较拧巴

的想法：怕他没有朋友，又怕他交到品行不良的朋

友。结果家长就用自己的条条框框，去帮他选择

朋友，甚至横加干涉。

但是，越被禁止的事情越让人感到新奇，想要

去尝试。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禁果效应”。所以家

长越强调坏的事情，孩子越觉得有趣，值得冒险；

家长越是指明一些人品质上的缺陷，孩子越觉得

其身上有吸引人之处。特别是孩子到了小学高年

级，自主意识已经很强，父母只简单发布禁令反而

会破坏亲子关系，增加了教育的难度。

其实，家长们在此问题上不用过于紧张，把握

好一个大原则即可：在孩子的安全不受威胁且没

出现道德上的过失时，就给予孩子交友的自由。

尊重孩子的朋友 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朋友，

这会让孩子觉得受到了尊重，他才会愿意敞开心

扉，跟家长沟通自己交友上的快乐和困惑。

不过度干涉 交友的过程，也是孩子培养社交

能力的过程。孩子只有通过和不同性格、不同背

景的同伴交往，才能学习理解差异，达成共识。更

重要的是，他能更好地从别人身上看清自己。这

些社交能力，并不是只和某一类孩子交往就能掌

握的。缺乏社交经验和技巧的孩子，长大以后进

入新环境会出现适应性困难，在人际交往中容易

退缩，难与不同性格的人和谐相处。

密切关注孩子的变化 虽然有时候家长过分

紧张，但是生活中的确有品行不良的孩子存在。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孩子与他们相处久了，确

实会受到不良影响。所以家长一定要密切关注孩

子的变化。如果孩子真的沾染了坏习惯，如逃课、

打架、说脏话、不尊重师长等，不要一上来就批评

孩子，并把所有的错误推到他的这位朋友身上，而

是心平气和地跟孩子交流。

增强孩子判断力 这个技能终身受用。在孩子小

的时候，父母还能陪在身边，帮他们区分“好朋友”和

“坏朋友”。但是孩子长大进入社会后，善恶好坏总归

要他自己来区分。家长应该帮孩子树立明确的是非

观念，以及告诉他真正的朋友什么样。当孩子心中有

了这把“尺子”，他就能体验和判断一个朋友是好还是

不好，当他真的判断出与对方并不存在真正的友谊，

他自己就会选择放弃，根本无需家长出面。

图书“药方”

《儿童积极心理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主张

家长不要人为地给孩子搭建“象牙塔”，去帮他粉饰

一些东西。希望让家长做到：第一，通过营造充满爱

的家庭环境，帮孩子树立心理安全感，让他知道，无

论什么时候爸爸妈妈都会保护和支持他；第二，尊重

孩子，在家庭中给他发言权，并鼓励他针对一些时事

发表自己的看法；第三，用讲故事的方式增长孩子世

面，让他从小就有一个全面、开阔的眼界，这样的孩

子以后会更加独立、勇敢和自信。

相关书推荐

《我的秘密阁楼》让孩子学会交友的绘本/适合3~6岁/[南

非]海文·欧瑞 [日]喜多村惠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

《儿童交友与逆商培养绘本·我们吵架了》教孩子珍惜友谊的

绘本/适合7~10岁/[西]阿道夫·塞拉著/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我有好朋友(交友分册)》（彩绘注音版）引导孩子交友/适

合小学低年级/禹田著/同心出版社出版

父亲如何向孩子传递正确财富观？

难点22
到了一定年龄段，孩子对金钱的作用渐渐有了直观认识，然而多数时候

这种认识并不正确。那么，对于家长尤其是父亲而言，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

财富观和金钱观就成了不可回避的责任。

专家问诊

方刚（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性教育

专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会一直和他探讨各

种价值观，自然也会涉及财富观。早在他上幼儿

园时，我们就曾有过相关讨论。我的观点是：金钱

是用来让人自由的，而非用来剥夺人的自由的。

在我看来，金钱是工具，而非目的。如果我们将金

钱作为目的，我们的人生就为它服务，这不值得。但是

我们也不能没有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可能不够自由，

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无法追求我们的理想。

如何进行二者之间的权衡？这要在实践中不

断加以体会和尝试。

遇到需要做出决断的重要事情时，必须全面考

虑。如当金钱和理想冲突时，你会选择哪一个？不

是必须选择理想，而是可以具体分析：如果暂时放

弃理想，并且不影响今后再回归到理想，这时追求

金钱则有助于未来更好的发展，而且会让自己很开

心，那么就去追求金钱；如果坚守理想，放弃金钱，

能让自己达到更高境界，更能令自己身心愉悦，那

么就让自己翱翔在冲向理想的云端。我与孩子分

享了这种价值观，显然深深地影响了他。

以前我家的经济并不宽裕，难免有捉襟见肘

之时。比如买儿子喜欢的书，我们便不能尽兴。

我们会在书店里看好选定，然后回到家，在当当

网等购书线上平台上反复比较，选择报价最低的

商家下单。这个过程虽然有些麻烦，但是我们还

是很快乐。有一年，孩子的姑姑送给他一张 500

元的购书卡，我们便到书店挑了一手推车的书，

幸福无比。

我们一家都很节俭，这种生活习惯直接影响

到孩子。比如去超市购物，我们会把不同品牌的

同类商品放到一起比较，选择适合自己消费能力

的购买。这都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

的金钱观和消费观。

他到美国读大学后，我家的经济条件已有非

常大的提升，但是他还一直保持着我们当年一起

去超市购物“货比三家”的习惯，在美国的超市里

也会反复比较商品价格。

去年，我要送给朋友的孩子一件玩具，忽然想

到儿子小时候没有玩过这么高档的东西，便发短

信给他：“我也给你买一套吧，补偿一下。”他回信

说：“我小时候，你们给我的陪伴已让我足够开心，

没有那些玩具我并不觉得缺失。”

幸福不一定通过物质来获得，这是真的。

图书“药方”

国内的家庭教育中，父亲常常缺席，只有母亲

在陪伴孩子成长。《好爸爸养育好孩子——全参与

型父亲指南》（知识产权出版社）强调了父亲参与家

教的重要性：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

国际上有研究显示：“养家型父亲”与“全参与

型父亲”相比，后者的孩子更快乐、健康，学业和人

生更优秀。而且，亲子关系也更好。

即使父亲没有其独特的教育优势，父亲亲自

参与家教本身就构成一种优势：孩子可以得到更

多的爱，母亲的压力会减轻，父亲在这个过程中也

可以体会到更多的爱。一家人的关系更加和谐。

这样家庭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在未来的

伴侣关系中，如果是男生，会更加尊重女性；如果

是女生，也会选择尊重女性的男性。这对社会而

言是一个良性促进。

相关书推荐

《财富号历险记》儿童财商教育/适合小学中高年级/张帆

著/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跟老婆一起带孩子》家教指导/适合初为人父者/[英]罗

布·肯普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父亲的格局，母亲的情绪，决定孩子的未来》家教理念/

适合家长/宁十一著/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异常安静的孩子是否有心理问题？

难点33

有人讲：“不怕孩子又跳又蹦，就怕孩子不说不动。”孩子异常安静，很多

家长反倒不知所措了。那么，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专家问诊

谭宝屏（心理咨询师）首先，“不怕孩子又跳又

蹦，就怕孩子不说不动”这个说法，并不严谨、科

学。因为它无法判断，到底是“孩子真的遇到了问

题”，还是仅仅是家长看孩子的行为表现不顺眼？

其次，家长要明白，也许在成年人看来有问题

的行为，并不一定真是问题。

比如：孩子说谎。成年人往往会认为这是“道

德有问题”。但是，从孩子的社会发展角度理解，

当一个孩子学会通过“说谎”来保护自己时，就意

味着，他已经学会审时度势。他其实明白自己的

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可能会受到惩罚。在这个层

面上理解，孩子说谎其实是他的社会功能得到发

展的表现。

接下来，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家长在怀疑孩子

的心理出现问题前，应先问问“异常安静的孩子”

可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如果孩子的先天气质类型就是安静型，家长不

必太介意。因为气质类型往往会伴随终生，没有“好

坏”之分，不必非要去“改变”孩子不可，只需要顺其

自然。如果可以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应对问题的方

法，什么气质类型都不会成为孩子成长的阻碍。

如果孩子的“安静”是近一段时间才表现出来

的，那么家长可以回忆一下，近期孩子的生活中是

否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耐心地询问孩子，他的

生活中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如果找到了相应的

“诱发事件”，那么对症下药地去解决也就不难了。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发展阶段问题，那就顺其

自然，并且尽量营造一个和谐、宽松、包容、能够促

使孩子畅吐心声的环境。家长不要期望孩子因此

就变得“畅所欲言”，而是要孩子明白一个信念：

“家，是一个可以包容接纳真实的他的地方。他只

需要做自己就好了。”

当然，如果家长觉得自己能力有限，也可以通

过孩子的好朋友、孩子信任的人、专业咨询师去了

解孩子的“异常安静”背后究竟是隐藏着什么样的

事情，再判断是否是问题，如何去帮助孩子。

最后，如果孩子真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心理

问题，就必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家长可以提

前跟咨询师沟通，在经过与孩子协商达成一致的

前提下，带孩子去做心理咨询。见过咨询师之后，

尊重孩子的意见，决定是否让咨询师继续介入。

图书“药方”

《孩子的心事你要懂》（台海出版社）通过具体

的事例，普及心理健康基本理念，帮助大众养成心

理学的基本思路和视角去理解孩子和他人的意识

和习惯。只有更多人拥有“心理学头脑”，孩子的

身心健康才会受到重视和更为科学的帮助。

相关书推荐

《每个孩子都需要被看见》帮助孩子摆脱心理困境/适合

家长/[加]戈登·诺伊费尔德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7~8岁叛逆期，妈妈要懂的心理学》对特定年龄段孩子

的教育/适合家长/岳贤伦 著/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培养孩子的安全感》解决孩子的压力和苦恼/适合家长/

[美]斯坦利·格林斯潘著/华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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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44
现在国内不少孩子的人

际交往能力很差，越来越没礼

貌。这种令人担心的状况需

要改变。这可以借鉴其他国

家好的做法和经验。

专家问诊

李茜（“德国育儿研究”公众号的创立者，德国早

教专家）如果孩子在人际交往方面能力差，我认为有

三点原因：

一是家长出于安全考虑而教育孩子不要和陌生

人打交道。这么做可以理解，德国人也是这么教育

孩子。不过，要向孩子解释清楚原因，并明确告诉孩

子与陌生人接触的界限在哪里。

举个例子，在德国，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之间打

招呼非常正常，有的大人看到可爱的小孩子会友善

地微笑挥手问好。这样的打招呼完全不用禁止，更

不要把每个陌生人都想象成坏人。但是要告诉孩

子：跟陌生人聊天不要泄露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陌

生人提出要孩子跟他一起上车、一起去某个地方或

者一起去找爸爸妈妈等过分要求时，一定不要跟陌

生人走。

家长要教给孩子的不应该是“不跟陌生人说话”

这么一句简单的结论，而应该教给孩子判断能力，让

孩子学会判断在什么情况下与陌生人接触是危险

的。而要获得这种判断能力，就必须允许孩子有跟

陌生人接触的机会。在大人的陪同下接触不同的陌

生人，有了实践锻炼的机会，孩子才会慢慢习得独立

判断的能力——其实它也是一种社交能力。

二是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在与别人的互动中吃亏，怕孩子

被欺负。抱着这样的心态教育孩子，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变

得看起来没有礼貌，不懂得为别人着想。

德国人在教育孩子时非常注重同理心的培养，也就是要

让孩子懂得为别人着想，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别人和周围环

境的影响。但是德国人与人交往时，也有很强的界限感，既

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

国内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也应该掌握好这个度，教育孩

子在不牺牲自己权利的前提下，去尽量照顾别人的感受；在

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去尽量维护自己的权利。有了这样的

界限感，孩子既可以表达自己的个性，又能被别人接受。

三是中国孩子与同龄人自由玩耍的时间和机会太少，大

人为孩子创造的社交机会不够多，导致孩子没有机会在玩耍

中发展社交能力。而德国孩子无论在幼儿园还是在家里，每

天都有大量的与同龄人自由玩耍的时间。德国人认为孩子

的社交能力是在与朋友自由玩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人

互动的时间越多，社交能力就会越强。

中国孩子虽然每天在幼儿园也与同龄人接触，但多数时间

是在老师全程看管下玩耍，自由互动的机会比较少，因此，解决

冲突、协调协商、合作分享等社交技能难以得到充分锻炼。

其实儿童的社交行为在有大人和没有大人的情况下是

不同的。有大人在，孩子就倾向于找大人帮忙解决问题；而

没有大人在场，孩子只能自己想办法，寻求合作，解决冲突的

能力反而会被激发出来。所以，创造机会让孩子在没有大人

监督的情况下自由玩耍是非常重要的。

图书“药方”

德国父母的心态非常平和，极少如中国父母一样焦虑。很

多德国父母不认为只有读大学才是孩子的出路，职业教育也是

一种不错的选择，因此对孩子学业和升学的态度更宽松。

《跟着德国妈妈学育儿》（现代出版社）的作者依托在德

国的育儿经验及对德国教育的长期观察和深入思考，分享了

德国家教理念，对中国的父母有颇多助益之处。

如果中国父母能融合其他国家的优秀家教理念，对孩子未

来发展的态度再豁达一些，肯定对孩子的成长更为有益。

相关书推荐

《妈妈，他们欺负我：帮孩子解决社交难题》培养孩子社交能力/适合

家长/[美]迈克尔·汤普森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儿童社交心理学》帮家长正确引导孩子社交/适合家长/李群锋著/古

吴轩出版社出版

《世界妈妈TOP教养智慧系列》各国家教优秀经验/适合家长/蔡宁、

孙玉梅、赵丽荣、孙莉编著/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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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家校共育云建设主题论坛在京举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北京市妇联、北京市懋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杭州铭师堂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数字时代家校共育云建设”家庭教育主题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会议围绕

着“家庭教育的建设与未来发展”的主题展开。会上，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王大

龙指出，家长需要不断地学习，吸收新鲜的知识、科学的教育理念，将自己塑造成为学习型家长。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安全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淑娟，从切身经历分享了家长的陪伴对孩子

成长的重要性，对于建构亲子相处的融洽模式意义重大。只有提升父母自身教养能力，才能构建幸福家

庭，促使孩子全面健康成长。

对孩子成长而言，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不可或缺。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原司长孙霄

兵谈道，家校共育是未来教育的大势所趋，家庭和学校要进行有效合作，形成教育合力，这对孩子成长至

关重要。

会上，杭州铭师堂教育发布“互联网家长学校”的家庭教育信息共享公共服务平台，为全国家

长、学校提供了包含“心理大家”公益直播、家长视频课程、家长音频 FM、家庭教育咨询等优质内容

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它可以实现信息共享，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帮助每一位家长成就

优秀孩子。 （向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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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专家如何支招孩子成长问题？
Family Education Experts on Issues of Child Development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