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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坐法———只要孩子们不乖，
不论对错就一起处罚。 这样到底
好不好呢？ 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
“连坐法”？

“连坐法” 是一个军事术语，
就是把 “群体” 视为同一人， 只
要一个人做错事， 不论其他人有
没有错 ， 都要受到相同的处罚 。
优点在于彼此互相监督， 减少犯
罪的风险； 缺点在于被处罚的人
可能没有犯错， 只是被牵累到。

孩子两个人打架， 不论谁对
谁错， 因为两个都动了手， 所以
一起处罚， 这并不能算是 “连坐
法”。 相反地， 如果两个人打架，
两个人旁观， 结果四个人一起被
处罚才算是。

“连坐法” 好用， 最重要的就
是 “简单迅速”， 因此在团体中特
别容易实施。 不论对错一起处罚，
大人当然省下很多麻烦， 不需要
去询问细节， 而节省大量的时间。
但是缺点却也不少：

故意破坏 反正错就一起不能
玩， 而出现故意破坏的行为。 这
最常在玩游戏中出现， 因为担心
自己会输 ， 而伤到自己的自信
心， 而故意违反规则， 让爸妈出
面没收游戏。 对爸妈来说， 看似
孩子受到处罚， 事实上却是帮助
孩子逃离 “失败 ”， 结果孩子学
到错误的策略 。 每当面临可能
“会输 ” 的情况时 ， 就出现故意
破坏的行为， 当然也就变成团体
中的问题人物。 这时越处罚， 问
题越多， 帮孩子培养出挫折忍受

度才是关键。
对人敌意 别人做错我也会倒

霉， 而出现对同伴产生敌意。 这
常出现在分组活动， 因为在意别
人的行为， 对于别人一点点的犯
错， 完全不能容忍， 导致对于小
事也过度计较， 当然也就很难交
到好朋友 。 明明没错而被处罚 ，
孩子觉得非常不公平， 导致负面
情绪的产生。 孩子越在意的活动，
情绪就越容易失控； 越没有兴趣
的活动， 表现反而越好。 这时爸
妈要做的不是强调竞争， 而是要
练习合作才是关键。

排挤行为 都是他一个人害
的， 我们才不要和他一起玩。 这
常出现在班级活动， 能力较弱的
孩子很容易被排挤在外， 就连分
组都找不到朋友。 如果处罚都是
一起的 ， 自然都会害怕被连累 ，
而出现一些趋吉避凶的行为。 过
度强调连坐法， 导致孩子之间的
排挤行为 ， 甚至出现集体寻找

“代罪羔羊” 的形况， 让弱势的孩
子变得更容易受伤， 到时要处理
也就变得很麻烦。 引导孩子学会
帮助别人，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失去动机 做对做错都差不
多 ， 反正到时一定也会被处罚 。
只要一个人错， 大家都倒霉， 结
果变成 “很乖” 却没有 “动机”。
担心自己会做错， 害怕自己会害
到别人， 最好的方式不是多尝试，
而是最好不要试， 当然也就变得
很被动 。 赏罚分明是很重要的 ，
先询问自己一个问题， 犯错时一
起处罚， 奖励时是 “个别”？ 还是
“一起” 呢？ 强调荣誉感， 一个人
做得好， 全组可以一起被奖励才
是关键。

“连坐法” 确实是一种便利的
方式， 但过度使用却是有风险的。
“连坐法” 本身没有对错， 重点是
执行上的细节。 记得要强调荣誉
大于对错， 强调合作大于竞争才
是关键喔！ 俞国荣 （浙江）

教育孩子，请慎用“连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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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如果经常对孩子发怒， 容易
与孩子间关系疏远， 孩子也会变得更
加不愿意听父母的话， 矛盾也会越来
越多。 其实， 在这些 “问题小孩” 的
背后， 都有个 “问题父母”。 因此，
如果不想自己的孩子变成 “问题小
孩”， 那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怒火，
对孩子发怒要把握 “度”。

教育孩子需要适当发怒 这并非
是鼓励家长随意对孩子们发怒， 发
怒是一件需要成本的事情， 具有破
坏力 ， 事后可能付出更多的代价 。
要让孩子明白， 你发怒只是要告诉
他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别再这样
下去”。

让孩子认识到错误 孩子犯错
时， 除了发怒， 更重要的是要让他
认识到错误， 一味地指责不如直接
告诉他该怎么做， 如孩子喜欢丢三
落四， 做事随意， 总让家长收拾残
局 ， 让家长心理积压了一股怨气 ，
批评过后应该直接给他一些解决建
议， 让他知道家长生气是因为他不
够认真解决事情。

直接阐述事实 孩子做出不好的
事情， 不用特地绕到孩子的品质身
上， 直接告诉他 “房间的衣服被你
翻出来了， 地板全是衣服， 衣柜也
乱糟糟的 !” 这样他就明白自己做了
什么。

多说自己伤心的感受 当孩子屡
屡为看电视而不去吃饭时， 不要斥责
孩子成了 “电视虫”， 可以告诉他你
有多伤心， 辛苦做饭而没人珍惜。 事
后孩子可能并不执着于你的怒气， 可
能会更在意你的情绪。

湖南省儿童医院 黄芬

对孩子发火 掌握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