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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为什么不爱分享
可能与家长沉迷手机有关
当今信息社会智能手机是每
个家庭最普遍的通讯设备，特别是
很多家长回家后，爸爸妈妈人手一
部手机， 各自刷着自己想看的信
息，却“忘”了拿出更多的时间和耐
心来陪伴孩子，当最后发现孩子出
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后，很多家长已
后悔莫及， 孩子不爱跟别人交往，
沉迷于玩手机，家长是不是该自我
检讨?其实，父母是孩子的最好老
师，示范作用不容小觑，所以，我们
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可
能给孩子带来的影响。

家有烦心事
7岁的女儿
总是记不住单词

［ ］
孩子的语言能力从小就要培养，我
对女儿也是这样， 买很多英语的语言读
物和视频，给孩子创造一个语言环境。 女
儿现在7岁了， 周末也送她去英语语言
班。 可是孩子总是说记不住、 背不出单
词，也依然很少说。
——
—朱女士

◎现象一：孩子爱玩手机，还不愿与别人分享
“我 家 米 米 很 不 爱 分
享，在她很小的时候开始就
这样，也不合群。 比如，有小
伙伴来的时候，她不愿意和
小伙伴一起玩，总是躲在一
边。 ”米米妈说，从小时候开
始她就会和米米沟通，告诉
她这样是不对的，她才很勉
强地让小伙伴们进来。 米米
还很爱玩手机，喜欢自己一
个人玩， 也不愿意和人分
享。 暑假后就要上小学了，
如果米米还持续这种状态，

让人很担心。 那么，该怎样
改善她不合群的习惯呢？ 对
此，教育心理学硕士、儿童
心理学博士吴海勇认为，孩
子不合群、不喜欢分享可能
和家长的行为习惯关系很
大。
现在基本上都是 人 手
一部手机，不用手机、不玩
手机几乎成了几乎不可能
的事。 吴海勇认为，孩子的
不合群、喜欢手机，跟家长
关系比较大。 现在的孩子一

点都不接触手机是不大可
能的，但是到了“迷”的地步
就不太正常。
对于孩子来说，她会发
现家里每一个人大部分时
间都捧着手机，甚至可能在
陪伴他们的时候，大人们也
是拿着手机，心不在焉。 既
然连大人都这么爱手机，又
怎么可能要求孩子不成为
“手机迷”呢？
在现在的都市生活中，
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父母

问题一：太早学习英语，孩子会失去兴趣吗？
问题二：家长在家如何辅导孩子？

对手机的热爱有甚于对孩子
的关注， 很多现代家庭甚至
都会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下
班了， 一身疲惫的爸爸回到
家一屁股陷进沙发里开始不
停地刷着手机， 忙着给甲乙
丙丁点赞评论。 而妈妈则更
热衷于将孩子的生活点滴公
之于朋友圈， 收获着甲乙丙
丁的点赞评论。
反倒是孩子， 则成了夫
妻二人之间最大的忽略和尴
尬。

◎现象二：家长缺乏耐心，不愿意与孩子多说什么
有的父母不仅自 身 沉
迷手机，平时也不愿意对孩
子有耐心、 和颜悦色的说
话，过于严肃，尤其是一些
初为人父母者，由于缺乏教
育孩子的经验，望子成龙之
心亦过于急切，便常有管教
过严的情形出现。 就像一个
初学骑马的人， 心情紧张，
不懂得如何配合马的动作，
对待马的方式却常常过于
霸道。 在这情形下，马和骑
士两方面都非常吃力。 然

而，有经验的骑士，便知道
应如何放松自己去顺应马
的运动， 怎样才能坐得稳，
以及怎样温和地指挥马。 带
孩子与骑马当然是两回事，
但是在精神上，两者是相同
的。 因此，父母应该放松心
情，表现出和霭、友善的态
度与孩子接近。
特别是随着青少 年 心
理的成长，青少年的独立意
识正在增长，这个阶段也是
他们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

他们时刻觉得自己长大了，
已经是大人了，迫切地想要
摆脱对成人的依赖感。 于是
青少年这种求独立的心态
和家长认为孩子依旧是孩
子的心态就会产生冲突，家
长和青少年的关系因此产
生了对立。 另一方面青少年
的自我意识开始增强，他们
会有很多独特的想法，会有
很多只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于是他们更乐意在心中竖
起一道围墙，不愿意与他人

◎专家：在孩子面前，家长应该全身心的陪伴
吴海勇建议，家庭成员
尽量在孩子面前少拿出手
机来，全身心地陪伴孩子玩
耍。 此外，他提醒，缺乏安全
感也会让孩子不爱和同伴
一起玩。 如果父母长期陪伴
的话， 孩子的安全感充足，
那么他就能很好地脱离父
母，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寻找
自己的同伴。 如果父母的陪
伴时间少， 孩子缺乏安全
感，那么在父母“推”他出去
玩的时候，他会容易产生分
离焦虑， 从而不愿意分离。
对于孩子不爱分享的问题，
吴海勇表示，很多家长都会
发现孩子有这样的表现。 如
果孩子还处于幼儿阶段的
时候，家长应该引导孩子自

行决定物品是否分享，同时
清楚地告诉孩子：妈妈希望
你分享，但是你不愿意分享
给别人也没关系，因为这些
东西是你的。 当孩子慢慢长
大，当她与其他同伴交往的
过程中，发现分享带来的好
处， 更容易收获别人的喜
爱，分享的行为就会变成她
自愿的举动，人与人之间界
限感也会很明确。
在孩子的面前，家长要
尽量营造一个读书的环境，
培养孩子兴趣，享受其中快
乐。 有的家长担心孩子玩游
戏上瘾而不让孩子接触手
机或电视等，这样的家长应
该反思自己是不是平时空
闲的时候也是在玩手机中

度过的。
有条件的家长还可以
放下手机，经常带孩子去参
与一些体育运动，因为体育
是一种直接与人正面接触
和竞争的群体活动，与伙伴
们一起运动时不但需要智
慧和力量， 而且需要胆量。
这胆量，正是人际交往所必
需的一种要素。 鼓励孩子经
常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既有
利于提高孩子的身体素质，
有利于培养兴趣，也有利于
提高交际能力。 孩子一旦爱
上体育， 就会主动寻找对
手，这种寻找，就是交际；合
适的对手，往往就是友谊的
伙伴。
（钟禾）

分享，从而导致了他们缺乏
朋友。
因此，家长在平时与孩
子相处时，要特别多一些耐
心，有意识地与孩子发展成
朋友，赢得认同感，这样孩
子也愿意敞开心扉向家长
倾诉内心的一切，包括有趣
的事和困扰的事，以便于家
长对孩子充分了解，这样家
长说出的话，孩子才愿意接
受。

儿童心理专家缪卓锦认为：作为心理咨询师，朱女
士所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学英语的压力让女儿承受
不了，使她产生心理问题，如果是学习方法问题，那是
英语老师的问题。 语言学习，不仅是外语，是需要一定
的天赋，尤其是那些学得很轻松很自在的“别人家的孩
子”。
我是没什么外语天赋的， 但我中文好， 会很多方
言，我可能有一点中国语言天赋，而我女儿，则是中英
日语言都很好，也算是有天赋。 也就是说，这天赋还很
偶然。 每个孩子都会有特长，或者说某种天赋。
我工作中见识过儿童有各种天赋， 比如有个男孩
认路很厉害，三岁就可以指挥爸爸认路开车，有个女孩
对机械很有感觉， 拆开的手机或者玩具她保证装回原
样。
特长、天赋永远是教育最好的出发点，事半功倍，
找到孩子的天赋，需要父母耐心和一定的教育知识，还
得放下偏见，比如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英语更好。 没天赋
也能学好英语的人也很多，那是因为他需要去学习，如
果您的女儿没这需要， 她不爱学， 自然也就记不住单
词。 营造学英语的需要，仍然得从孩子的特长、爱好出
发，比如我女儿爱看动漫，所以她就追日本动漫，学日
语就成为了她的需要。
作为家长，需要用心看看孩子的需要是什么。

1440 元灵芝孢子粉
来电 公益发放

广
告

为关爱患者健康， 南京健康产业商会
特向社会赠送灵芝产品
●申领条件：淮安市内两年内确诊的肿瘤病友
●申领内容：破壁灵芝孢子（100 粒装）3 瓶
（市场零售价 1440 元）
●注意事项：
（1）每位肿瘤病友终生限领一次，不重复赠送。
（2）领取时请携带个人病历资料及身份证
（3）领取前请务必电话预约，了解申领事宜，谢谢配合。

免费申领热线：

0517-8311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