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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孩子的出生，给家里添了许多欢

乐，也改变了我们很多习惯。

刚学会走路时，孩子对什么都好

奇，特别喜欢玩我们的手机。那时，我

们还觉得挺好玩，经常拿手机逗孩

子。后来听健康专家说，手机有辐射，

而且玩手机对儿童视力非常不好，我

们就尽量不给孩子玩手机。可孩子不

情愿了，大哭大闹，任凭我们讲什么她

也不听。“你们一个个玩得起劲，不想

让她玩怎么可能？她还是个孩子。”母

亲的一席话点醒了我们。是的，一边

不让孩子玩手机，一边自己玩得不亦

乐乎，这确实欠妥。于是，我和妻子形

成共识，在家里尽量不玩手机，多陪孩

子。渐渐地，孩子不再对手机感兴趣

了，更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各种亲子活

动。从这件事中我们明白，孩子的注

意力多半受家长的影响。家长关注什

么，孩子自然也学着关注什么。

以前，我们吃饭，特别喜欢把饭菜

拿到客厅吃，边吃边看电视，觉得特别

惬意。孩子出生后，我们还保持这样

的习惯。后来一位朋友说，孩子吃饭

时就要安静地吃饭，不要让电视分散

他的注意力，否则难以养成好的饮食

习惯。我们觉得有道理，从那以后，一

日三餐我们都在餐厅里吃。吃饭时，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带着一种仪式感，

大家轻声地交流着什么，有时还放点

轻缓的音乐，气氛非常温馨。孩子在

我们的影响下，不怎么挑食，个头长得

很快，吃饭的样子也很文雅，朋友们都

夸孩子吃相好。“妈妈做的每一道菜，

我都喜欢吃，谢谢妈妈！”这是孩子常

常说的话，我们听了心里暖暖的。

每逢周末，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妻子在一家孤儿院做义工，孩子也跟着

去帮点忙。孩子从小就特别有爱心，经

常把家里的玩具拿去跟小朋友们分

享。我喜欢去淘书，常常流连在各大书

店，一呆就是半天。孩子受我的影响，

对书也是爱不释手，视野渐渐变得开阔

起来。我们还常常把孩子带回农村老

家，让她看看花生怎么发芽，蜜蜂怎么

酿蜜，母鸡怎么下蛋等等。孩子的好奇

心从来就没被满足过，她在亲近大自然

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当父母，我们还做得不够，总想给

孩子一个好的榜样。因为我们知道，

在父母的教育方式里，往往藏着孩子

的未来。

说到“失败”这个词，很多家

长可能都很害怕它出现在孩子身

上，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失败

是他们的权利。

我认识一个小女孩，她并不

是一个笨孩子，相反倒有些机灵

和聪明，背唐诗、背英语单词什么

的，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了，可是

偏偏在有些生活细节方面，她却

表现得很笨。

一直到 6 岁，她都不会系鞋

带。为此，她的妈妈曾经反反复

复手把手地教过她，可是她就是

学不会。妈妈开始担心起来，将

来孩子上学了怎么办呢？早晨在

家时，自己可以帮孩子穿好鞋子，

可是在学校里，如果孩子鞋带开

了，而自己又不在她身边，怎么办

呢？

妈妈的担心不久就被验证

了。有一天，她去接女儿放学，

只见女儿一瘸一拐地从学校走出

来了，妈妈紧张地迎上去，看到

女儿的膝盖磕掉了皮，有血隐隐

地渗出来。她心疼地问孩子：

“怎么搞成这样？”女儿低垂着

头，噘着嘴生气地说：“都是这

鞋带的错。下课的时候，我在操

场里跑，踩到自己的鞋带上，摔

倒了。”妈妈低头一看，可不，

鞋带松散开来，长长地拖在地

上，不摔倒才怪呢！

晚上回到家里，妈妈跟孩子

爸爸说起这件事，爸爸听后大笑

不已，一边笑一边还说风凉话：

“我的乖女儿，怎么笨得像只大

狗熊呀，连系鞋带这么简单的小

事都不会。”虽然这是爸爸的玩

笑话，女儿却因此一个星期都闷

闷不乐，而且索性不再学习系鞋

带了，妈妈教她的时候，她站在

一边看着，皱着眉，一副不屑的

样子。

爸爸这才意识到，孩子的自

尊心受到了伤害，嘲笑和讽刺只

能让孩子和大人保持距离，拒绝

和别人交流。

汲取了“鞋带事件”的教训，

孩子在参加学校举办的运动会

时，爸爸妈妈给予孩子充分鼓励。

其实女儿百米跑并不是特别

出色，但妈妈还是鼓励她报名参

加。比赛那天，妈妈特意跟单位

请了半天假，赶去学校给她助

威。哨声一响，女儿第一个冲出

去，她起跑倒是挺快的，可惜没多

久就被班上的同学追上了。女儿

一着急，竟然摔了一跤，不但拿第

一没有希望了，而且还跑了个倒

数第一。还没有到终点，妈妈就

看见女儿用脏兮兮的小手拼命抹

着眼泪。

女儿回来后跟妈妈说：“以后

我再也不参加跑步比赛了，倒数

第一太丢人了！”妈妈鼓励她说：

“妞妞很勇敢啊，摔倒之后还能自

己爬起来接着跑，是妈妈心目中

的英雄，因此妈妈决定单独给你

发奖，以资鼓励。”女儿摇着妈妈

的手问：“奖励我什么？”妈妈笑：

“你不是一直想玩汤姆熊吗？妈

妈星期天就带你去玩。”女儿跳着

欢呼起来，妈妈趁机把她拉到身

边问：“下次运动会你还参加吗？”

女儿认真地说：“当然参加了！”妈

妈刮刮她的小鼻子：“你不怕输

吗？”女儿说：”不怕。从明天开

始，我天天练习。”妈妈满意地笑

了，在她的额头上“奖励”了一个

吻。

那天晚上，妈妈陷入了沉

思。同样是孩子失败后，做家长

的两种不同的态度，直接导致了

截然不同的结果。孩子成长是一

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经

历挫折和失败是必然的。谁都懂

得“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

对于涉世未深的孩子来说，失败

反而是成长的养分，只有汲取了

失败的教训，孩子才会成长得更

快、更顺利。所以，我们要学会

尊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失败，给

予孩子安慰和鼓励，而不是讥讽

和嘲笑，别让失败在孩子心中留

下阴影。

失败是
孩子的权利

■ 王晓宇

父母的教育方式里藏着孩子的未来父母的教育方式里藏着孩子的未来
■ 赵自力

心理营养，是我们获得人生快乐幸福的

最底层代码。李蓉表示，心理营养首先是由

父母提供的，如果父母没有起到这样的作

用，就会由代替父母照顾孩子的祖辈提供，

或者是孩子进入学校后由老师和同伴给

予。“父母是孩子的心理营养的‘重要他人’，

父母的养育态度及行为举止，将对孩子的成

长形成决定性的影响。”李蓉说，因此，父母

需要成为持续为孩子提供心理营养的人，否

则孩子成年后，还是会不断寻找心理营养。

“看待孩子成长的过程不能只看结果，

不注重过程。”李蓉提醒父母们，在孩子的每

一个成长瞬间，要看他经历了什么，得到了

什么，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总会有收获，不

能一味地否定。当孩子犯错或遭遇失败时，

父母要告诉孩子：“错了没关系，无论怎样，

我们都是爱你的，你依然是我们的好孩子。”

父母要尊重孩子努力的过程，看见孩子付出

的过程。

赞美和认同是孩子给予孩子心理营养

的重要途径。李蓉给爸爸妈妈们支招，父母

可以用两种方法去赞美和认同孩子。一是

经常在语言上表达肯定和赞美；二是用非语

言的行动去陪伴孩子。父母可以用更多的

动作给孩子关怀，比如，给孩子一份特别的

礼物，陪伴孩子去玩耍，这些看似平常的动

作都可以给到孩子肯定。而父母的肯定、赞

美和认同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孩子树立人生

观、价值观，特别是对男孩来说，父亲的陪

伴、赞美和肯定能帮助他们树立自我形象，

产生性别认同。

孩子心理营养最重要的给予者是父

母。那么，父母如何才能更好地给予孩子心

理营养呢？李蓉给出的答案是，父母应该

成为孩子专注的陪伴者、用心的倾听者、

积极的引导者。父母在陪伴孩子的过程

中，应放下手机去跟孩子交流，使孩子感

受到自己是被重视的，被尊重的和被爱

的，这样，在陪伴的过程中父母就与孩子

建立起了和谐的亲子关系。

在给予孩子心理营养的同时，父母还要

给自己心理营养。李蓉说，只有自己心理营

养充足的父母，才能培养出健康、自信的孩

子。父母要对孩子少一些控制，多一些放

手，让孩子可以自己做选择，找到自己的价

值，成为一个内心充满爱的孩子。

心理营养
孩子健康自信的必需品

如今的孩子看似什么都不缺，但相当多的孩子却缺了重要的心理营养。所谓心理

营养，是相对于物质营养而言的，是孩子在不同成长阶段的心理需求。如果孩子在童年

时期没有得到足够的心理营养，终其一生，都会不断寻觅，很难具有幸福感。近日，在成

都市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濯锦讲堂·智慧家长云课堂”上，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蓉为

家长们支招，给予孩子心理营养，养育健康孩子。

■ 实习生 胡静

“生命如同种子一样，如果没有阳光、空气和

水，藏在其中的生命就无法展开。人类也一样，我

们的生命有无穷的能力，但是如果没有生理营养，

身体就不会健康；没有心理营养，心理能力也就

无法实现。”李蓉说，父母们通常会给孩子提供足

够的生理营养，使孩子身体健康，却忘了给予孩

子充足的心理营养。

心理营养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李蓉指

出，当孩子心理营养匮乏时，会出现情感脆弱、

意志薄弱、性格懦弱、自私冷漠、甚至出现暴力

倾向，而孩子有了充足的心理营养便有了爱的能

力。“一个心理营养充足的孩子拥有安全感，拥有

爱的能力、价值感、独立自主的能力和与他人连

接的能力，这些能力如同养分一样浇灌他们健康

成长。”李蓉说，孩子拥有了与他人连接的能力，

便可以大胆地去与他人交往、交流；拥有了充足

的安全感，就能够去信任别人，并且能给予他人

鼓励；拥有了独立自主的能力，就可以自己做选

择，为自己负责。

她以热播剧《小欢喜》举例，剧中的丁一就是一

位缺少心理营养的孩子，以致于后来造成不可弥补

的遗憾。丁一是其他人眼里的人生赢家，考上了清

华大学，人生看似很顺当，可他却没能突破自己的

心理障碍而选择了轻生。

为什么丁一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可挽回的道

路？李蓉的理解是，剧中的丁一丢掉了自己的理

想，他一心想要读地质大学，可父母却让他选择

了金融专业，他没有坚持自己的理想，丧失了价

值感。在剧中，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希望有一

天早上醒来，面对的是爸爸妈妈的笑脸，面对的

是轻松的问候，面对的是同学们在高三之前甚至

在初三之前那种天真而简单的眼神……”其实，

丁一想要的是简简单单的快乐，当他丢掉这些的

同时，他也丢掉了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虽

然他考上了爸爸妈妈满意的大学，但他没有完成

自己的目标。自此，他失去自我，失去了希望，

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开始失眠、抑郁。剧中的丁

一这时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而这都是因为缺乏

心理营养造成的。

那么，如何给予孩子心理营养，使孩子

成为精神强大、心理健康的人呢？李蓉说，

不同阶段的孩子需要的心理营养是不一样

的，父母要掌握孩子的成长规律，给孩子最

适合的心理营养。

无条件接纳是最基础的心理营养。孩

子 0—3 个月时什么都不会做，他们需要

父母的特别关注和照顾，这个时期，父母

要无条件地关注孩子，满足孩子的需求，

给予孩子满满的爱。

第二层心理营养是安全感。孩子 4 个

月到4岁时是最需要安全感的时期，当他们

开始慢慢学会爬行、学会走路，他们会尝试

去探索更远的地方和未知的世界，如果这时

候父母稳稳地站在他们身后，给孩子探索世

界的勇气，孩子便有了安全感。人最大的安

全感来自于可以相信自己，当一个孩子可以

为自己负责，会很大程度增强安全感，这样，

孩子在进入幼儿园的时候就不会有分离焦

虑感，进入到新环境也不容易产生焦虑情

绪。

第三层心理营养是肯定、赞美、认同。

孩子成长到四五岁时就有了“新我”诞生，有

了“我”的记忆，此时的孩子会问“我是谁？”

“我可爱吗？”会开始通过周围人的语言来认

识自己。这个阶段，孩子会渴望从爸爸妈妈

那里得到肯定，在父母身上获得“新我”的力

量，他需要从爸爸妈妈口里知道“我是怎样

的人”“我有什么优势”。

第四层心理营养是模范。六七岁的孩

子需要找到“模范”，就是他心里的“重要

他人”。“重要他人”是一个心理学的概

念，它指的是在孩子心理人格形成及社会

化的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人。孩子会从

“重要他人”的身上学会面对问题时处理问

题的方法和态度，学会处理人际关系与自

己的情绪。

第五层心理营养则是尊重、信任、自由

选择。7 岁以后的孩子需要父母持续传递

爱，持续去接纳孩子，让孩子成为他本来的

样子。父母要足够信任孩子，给孩子自由选

择的权利。当父母尊重孩子，能站在孩子的

角度去思考问题，给孩子信任，孩子才能成

长为自信的孩子。

心理营养是成心理营养是成长中长中必必不可不可

少的少的““养分养分””

父母要发挥好父母要发挥好““重要他人重要他人””的作用的作用

不同阶段的孩子需要不同的心理营养不同阶段的孩子需要不同的心理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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