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在家中应该得到的是温
暖!安慰!激励!放松和调整" 但单亲
家庭中的孩子因为缺少一方父 !母"

亲的关怀与疼爱# 在家庭教育中往
往会出现较棘手的问题" 这些问题
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发展和健康
成长" 一般来说#单亲家庭孩子在成
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主要
有以下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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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感属于人的情感心理系
列# 是外界事物引起内心窘迫!不
安!羞涩!耻辱的情绪体验" 单亲子
女一般对自己的身世有羞辱感#总
是回避谈论家庭问题# 将家庭的事
视为隐私#不愿意外露" 羞辱感本是
人懂得廉耻的一种良好心理品质#

但表现在单亲子女身上便被扭曲
了# 变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情感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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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 是人们由于发展受挫
而将自己看得很低# 从而产生一种
轻视自己的情绪" 它对于人的思维
活动! 创造活动和其他心理活动都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单亲子女将自
己现在的家庭与原先的相比# 与周
围的家庭相比# 难免产生孤独和自
艾的情绪#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缺
乏心理支撑# 缺乏自信心# 情绪低
落#常常将自己封闭起来#缺乏主动
追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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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单亲子女长期感受到的是家
庭生活中不美好的东西时# 便对生
活美感意识遭到破坏# 从而逐渐失
去对生活的美好感受#表现出冷漠!

缺乏热情和向上的精神" 这种对生
活不经意的态度积淀便形成冷漠的
心理"

*+'$

单亲子女在父母离异后# 只能
跟随一方生活#被另一方冷落" 有的
离异父母为寻求新的生活# 将孩子
寄养他方#都不要孩子" 于是孩子视
这些为生活对自己的不公# 是父母
给自己带来的不幸# 继而产生报复
心理#要报复父母#报复生活" 与报
复心理并发的是自暴自弃! 玩世不
恭心理" 这些心理并发后#便表现为
对生活失去信心#失去责任心#不求
上进# 甚至敢于做出违法乱纪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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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认为 $人格标志一个人
具有的独特性# 并反映人的自然性
与社会性的交织" %孩子人格形成的
重点环境在家庭# 父母是孩子人格
的教育者" 父亲代表着理性!权威!

坚毅! 成就的一面& 母亲代表着感
情!关怀!温柔!亲切的一面" 由此渗
透的对孩子的爱也是不同的# 父爱
充满着阳刚#母爱充满着阴柔" 在孩
子的人格形成中# 父爱和母爱缺一
不可" 单亲子女由于得不到完整的
父母双亲的爱# 其人格形成环境不
利# 在人格形成上往往出现人格偏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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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岁男孩的妈妈说#他
儿子不止一次地追问'$妈妈#我
是怎么到你的肚子里的'% 她觉
得儿子的问题很不可思议#不明
白这么丁点大的小孩为什么老
问这样的问题"

她认为最好的回答是'$等
你长大了# 娶媳妇了我再告诉
你( %一个网名叫)*+,-的妈妈也
说'$你长大了就知道啦( %诸如
此类的回答还真不少"

南方医科大学幼教老师范
文芳认为' 回避正确回答这个
问题可能会让父母暂时摆脱了
困境# 但却给孩子传递了一种
父母不想跟他讨论性问题的信
息# 从而给孩子一种错误的印
象' 性问题是不能问! 不能说
的# 讨论性问题是一件很羞耻
的事情" 其实正是父母把一种
羞耻感传染给了孩子"于是#他
们只好期待自己快快长大" 等
他们长大了# 更不知道该从何
处获取性知识#因而#很容易采
取消极的# 甚至是极端的方式
来获取这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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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妮妮# 是一个超级可
爱的.岁小女孩" 她的脑子里装着不
止十万个为什么" 有一天# 妮妮煞
有介事地向在一旁洗耳恭听的奶奶
解说她的前生和今世# 实在是可爱
之极"

$奶奶#你知道我是怎么来的吗'

我告诉你啊#有一天#我爸爸把一颗
精子放进了我妈妈的肚子里#遇上了

我妈妈肚子里的一颗卵子#变成了一
个小胚胎#那就是我"那时候#我还很
小很小的"我在妈妈的肚子里长啊长
啊# 长到妈妈的肚子装不下我时#我
就想出来了((可是# 我长得太大
了#怎么也出不来"于是#医生就用一
把刀子把妈妈的肚子剖开#把我取出
来喽( 然后#我就慢慢长大成了现在
的样子( %

这就是一个小孩子眼里的生命
孕育过程# 非常的简单# 却也非常
的形象" 关于精子和卵子的故事#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说给她
听的了" 省略号以后的情节# 是她
在我们大人一起谈论当时的生产情
形时记住的" 她自作主张地把两段
情节结合了起来# 也算能自圆其说#

真是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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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天使/ 我家女儿目前还只是
撩起我的衣服摸着我的伤口很自豪
地说'$我是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
的( %看来我也得早做准备了"

土包子/妈妈可以说是用一根特
殊的管子# 这个管子是男孩子才有
的# 而且长大了# 结婚后把精子放
在妈妈的子宫里# 慢慢才孕育出一

个小生命来"

心笛/虽然##还不到.个月#但孩
子的早期性教育学问还真多#看来我
也应该好好做准备#未雨绸缪了"

关于孩子 $我是从哪儿来的'我
是怎么进入妈妈肚子的'%的疑问#美
国儿童及青少年性教育专家黛布拉)
哈夫纳建议用以下这类的谈话进行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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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好的问题呀( 宝宝是在妈
妈身体内一个叫子宫的地方生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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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女人身体里一个特殊
的地方#就在她肚子里边" 只有女人

才有子宫# 所以只有女人才会生孩
子"但是在开始有宝宝时爸爸会扮演
一个特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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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要宝宝时需要女人身
体内的一个微小的卵细胞#男人身体
内一些微小的精子细胞"当卵细胞和
精子细胞结合在一起时#就开始有了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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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长大的人彼此相爱#

他们可能会互相亲吻! 拥抱或以其他
令他们感到愉快的方式接触" 有时候#

男人把他们的阴茎放进女人的阴道
里#而阴茎把精子射进女人的阴道里#

这时候就有可能开始有一个宝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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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孩子的时候# 有些父母常
容易犯的错是批评的太过#诸如$你总
是撒谎%$我们家里没哪个像你这样笨
的% 等# 这些话肯定会引起孩子的反
感#从而导致拒绝接受批评教育#甚至
产生$破罐破摔%的思想情绪"

对孩子来说#他需要父母指导他
如何生活! 如何学习技能和积累经
验#但孩子在接受父母教育的同时却
很在乎他们的态度#这些态度也决定
了孩子对父母教育的接收程度#然
而#态度却是父母最容易忽视的 0

那么#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他们
最不能接受的态度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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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传统遗留下的问题#许
多父母在面对孩子时# 总表现出一种
居高临下的气势"专家表示'在人格上
父母和孩子是平等的# 如果父母总以
家长自居# 即使父母的批评有时百分
之百正确#孩子们也会$口服心不服%"

因此#专家建议'父母们应蹲下来和孩
子说话#这样大家的感觉都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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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还是个孩子还小#当他在整
理被褥!画画或者投掷皮球时没有做
好# 父母不应苛刻对待他们的表现#

如果父母们总是苛刻地对孩子说#

$你还差得远呢%#就会有意或无意地
伤害到他们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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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为赏识教育就是要不停地
夸奖孩子#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理解#

它更大程度上是指理解孩子和鼓励
孩子"过度的无谓的夸奖只会使孩子
骄傲自满#而且#听惯了父母夸大其
辞的赞扬后#在步入社会后他们很可
能只能听好话而听不进反面意见#由
此人生易遭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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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眼中的世界不可能和父母
眼中的世界一个样"父母过多的限制
会让孩子感觉收到束缚#这是孩子最
为反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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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谁来了电话'%!$日记上记

了些什么'% ((每件事情父母都要
问个明白1要知道过度关心#只会让孩
子反感#因为#孩子会感觉自己的世
界一直收到父母的干扰#自己的生活
空间被在压缩#从而丧失特长发展的
机会#甚至#引起我的逆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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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孩子的时候#有些父母常
容易犯的错是批评的太过#诸如$你
总是撒谎%$我们家里没哪个像你这
样笨的%等#这些话肯定会引起孩子
的反感# 从而导致拒绝接受批评教
育#甚至产生$破罐破摔%的思想情
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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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喝酒快赶上他老爸了" %

这句话到底是在表扬孩子还是在批
评孩子呢'可能孩子们的理解中褒奖
的成分会更多些吧( 所以#父母在批
评孩子是#一定要就事论事#并且让
孩子知道他错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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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把自己的孩子和同龄小朋
友做些横向比较是自然的#但父母更
多的是看到别家孩子的优点"这样的
教育#怎能起到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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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许多父母事事都不让孩
子干# 不让孩子有自己作决定的权
利#究其原因是怕孩子做不好或避免
孩子遇到挫折后的伤心#但对孩子来
说#不经历失败#怎能从错误中学到
东西"况且#孩子在将来的某一天#终
究要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的#如果现
在没有培养孩子的各种能力#他便无
法自己把握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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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父母在教育孩子时#自己首
先没做好榜样#当孩子效仿父母的一
些不恰当行为时# 父母又要千番指
责"言传身教#没有身教#言传就无从
谈起#因此#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才能起到垂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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