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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快迟到了， 孩子还磨磨蹭蹭没吃完早饭；让
他早点睡觉，非讨价还价再看会儿电视；让吃
点蔬菜，又哭哭啼啼不愿意吃……每当看到这
样“
不听话”的孩子，你是否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
孩子发火？ 但是，发火吼孩子真的有效吗？ 孩子的感受
又是如何？本报特约心理咨询师刘玲告诉记者，冲孩子
发火、吼叫是无效的沟通，容易造成亲子关系的紧张。
她建议家长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 暗示自己“忍一分
钟”，或者走开一会，冷静之后再和孩子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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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

有家长开始打卡“
戒吼”

控制不住地吼孩子，吼完又懊悔
忍不住冲孩子发火这事， 家住
生态文旅区中南世纪城的李女士深
有感触。“明明知道冲孩子发脾气不
对，可临到事头，总是控制不住地对
她吼。 ”李女士懊恼地告诉记者。
李女士的女儿悠悠今年5岁，上
中班，自从开学以来，“早上一小吼，
晚上一大吼”成了家里的日常。 李女
士列举了自己冲孩子发火的几种情
况： 早晨赖床、 不好好吃饭爱吃零
食、不想上幼儿园、玩具乱拿乱放、
讨价还价多看两集动画片……基本
上一点小事， 李女士的火气就上来
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面对孩子

总是压不住火气。 ”李女士说，自己
最初也是想耐心地和悠悠沟通，可
好好说一点用也没有， 渐渐地脾气
就大了起来，一凶孩子就听话多了，
但每次吼完自己都特别后悔。
最近， 李女士发现悠悠有点怕
她。“做什么事她都会先看我脸色，
如果我神情不悦， 她立马就会说，
‘妈妈我错了，马上改正’。 ”李女士
心里五味杂陈，女儿的这种“乖巧”
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也想做个善解
人意的妈妈， 可当女儿捣乱或犯错
时， 火气就如体内的洪荒之力般无
法控制，喷涌而出。

声音
●家长坦诚：孩子不听话，火气就来了
“
你会冲孩子发火吗？ ”当记者在
三个育儿微信群里询问时，大多数家
长都表示，有过。 还有家长称，当孩子
调皮捣蛋不听话的时候，爆发的自己
轻则对其吼叫，重则进行体罚。
“让他写作业，磨蹭半天才做两
道数学题，怎么能不火？ 让他早点睡
觉，非死缠烂打玩会儿游戏，怎么能
不火？ 逛个商场，撒泼打滚要买玩具，
你说说看，这火气怎么忍？ ”家住淮海
花园的张女士有个8岁的儿子，“调皮
捣蛋不听话”，“
对他凶一点还能老实
一会儿，不吼不凶，就要上天了”。
网友“贝贝麻麻”称自己也会控
制不住情绪冲孩子发脾气，“你怎么
那么不懂事”“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成
了她的口头禅，“我也不想吼孩子，但

也找不到更有效的教育方法”。 于是，
“贝贝麻麻”总是在“忍耐、怒吼、后
悔”中不停地循环。
网友
“
故乡的夜”介绍自己姓顾，
是为数不多发表意见的男士之一。
“
家里每天都在吼。 ”顾先生说，他的
儿子今年刚刚4岁， 正是好奇顽皮的
时候，什么事情都要去尝试，有危险
也不知道，“
吼了也不听，有时也会打
几下，让孩子长记性”。
在市实验小学生态新城分校门
口，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他们
表示都曾冲孩子发过火，“脾气上来
了忍不住”“不吼不听” 是他们的理
由。 在采访时，记者看到一位母亲边
走边
“
数落”儿子：“快点快点，妈妈还
有事，你走快点，听见没有？ ”

●孩子反感：妈妈发脾气，好吓人
在父母眼中，发火吼叫是管教孩
子的方式之一，是为了孩子好。 在孩
子们的心里，他们是如何想的呢？
在市实验小学生态新城分校门
口，记者也采访了几位小朋友。8岁的
淼淼上二年级了，在她心里，妈妈是
个温柔的人，“
可只要管到我的学习，
她就变成了‘母老虎’，好吓人！ ”淼
淼说，从她上小学开始，妈妈就变得
爱发脾气，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凶她，
“
其实妈妈不凶我，我也会听话的”。
10岁的小宇晟说，自己不仅经常
被妈妈吼，还会被爸爸揍，可他一点
也不怕，“
我又没做错什么，动不动对
我又吼又叫，完全没道理。 ”小宇晟

举了个例子，放学回家，他肚子饿想
先吃点东西再做作业，可妈妈却认为
他是在找借口不做作业，“我什么都
没干她就火了，冲我嚷嚷，弄得我心
情都不好。 ”不过小宇晟挺理解妈妈
的， 觉得妈妈平时太累所以脾气暴
躁，“
她吼完发泄完就好了”。
一航是一名初二的学生，他的父
亲也总是忍不住对他吼，“他吼他的，
我做我的，不影响。 ”一航说，自己从
小被吼到大，小时候还有点怕，现在
却习以为常。 他希望父亲以后脾气
平和些，别动不动就情绪失控，“
吼了
这么多年，他也该换个方式沟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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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群里， 有不少家长
已经意识到冲孩子发火的弊
处， 并积极寻找控制情绪的方
法，网友“多一个晴天”还分享
了自己打卡“
戒吼”的经历。
“多一个晴天”说，自己是
从三个月前开始实施“戒吼”计
划的， 因为她偶然在女儿的日
记本里看到，女儿将她比作“河
东狮吼”，“日记里，她说我每天
都要冲她发火， 她怀疑自己不
是我亲生的。 ”“多一个晴天”
说，当她看到这段话的时候，觉
得五雷轰顶，不禁意识到，自己
冲孩子发火的行为伤害了孩
子，作为妈妈，她深深自责。“
我
学习了网上的做法， 在微信朋
友圈打卡‘戒吼’，就是每天发
布朋友圈消息， 记录今天的状

态，接受大家的监督”。
冲孩子 发 火 已 经 成 了 常
态， 想戒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多
“打卡第3天，就差点破戒。”“
一个晴天”说，当时孩子为了早
餐和她闹变扭， 非要吃煎鸡蛋
不肯吃做好的煮鸡蛋，“心里的
火直往上蹿， 恨不得吼上两嗓
子，可一想到自己在‘戒吼’，就
生生地忍了下去。 ”
打卡三个月以来，“多一个
晴天” 一共破戒五次，“比起以
前每天都吼， 已经进步很多
了”。现在若是女儿不听话，“
多
一个晴天”总会在心里默念“忍
住忍住”， 然后深呼吸一口气，
尽量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我要
把‘
戒吼’坚持下去”。

专家建议
吼叫是无效的沟通，
控制不住时不妨换位思考下
本报特约心理咨询师刘玲
认为，家长忍不住冲孩子发火，
是情绪失控的一种表现， 吼孩
子是无效的沟通方式， 容易造
成亲子关系的紧张。 刘玲说，在
父母吼叫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
子，内心敏感脆弱，特别胆小，
容易恐惧，害怕与人发生冲突。
“这样的孩子一旦与人发生冲
突， 一般不会主动寻求建设性
的方法来解决冲突， 而是会逃
避、退缩。 ”刘玲说，长期遭受父
母怒火的孩子会害怕权威，小
的时候怕父母和老师， 长大了
怕领导，“
孩子不敢在权威前释
放真实的、有能力的自己，这样
就会错失发展机会。 ”
刘玲认为， 父母之所以兜
不住火，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
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容
易焦虑； 二是父母将在别的地
方受到的气，转移到孩子身上；
三是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
“父母如果成长在一个吼叫的
家庭中，他们会对发火、吼叫习
以为常， 并同样作用在自己孩
子身上”。
“家长之所以对孩子发火，
是因为相较于自己， 孩子是处
于弱势的。 ”刘玲建议家长设想
下，如果自己面对的不是孩子，

而是领导或者其他人， 还会控
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吗？
那么当面对“不听话”的孩
子时， 家长该如何控制自己的
情绪呢？“
理解万岁”，刘玲建议
家长想要发火时， 不妨换位思
考下， 站在孩子角度想一想他
为什么这么做，“
在原则性的问
题上， 比如安全问题、 人品问
题，需要家长来规范，但一些无
关紧要的事情， 比如说吃什么
东西，看什么书，穿什么鞋，这
些就没必要再约束孩子了。 ”
刘玲还建议家长在沟通时
尽量简洁明了， 比如孩子上完
厕所没关灯，只需要告知“卫生
间灯没关”即可，而不是“灯没
关，都说好几次了，怎么还记不
住”这样
“
抱怨”一通。
“
当然，控制情绪不是一朝
一夕能完成的， 需要家长坚
持。 ”当火气上来想吼的时候，
就暗示自己“忍一分钟”，或者
走开一会儿，让自己冷静下来，
再平心静气地和孩子沟通，“尽
量做个遇事有条理讲道理的家
长，这样孩子也会相对明理。 如
果家长不善于控制情绪， 那么
孩子也容易如此”。
■ 淮海晚报记者 管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