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岁的小明是小学二年级学生， 特别依
恋母亲， 一直与母亲睡在一起。 1 月前父亲
提出孩子大了， 要学会独立， 建议小明单独
睡。 从那以后， 一到晚上小明就精神极度紧
张、 坐立不安、 一会说肚子痛、 一会说头
痛， 白天不愿离家到学校上课， 总是担心害
怕妈妈不再爱他了。

生活当中有很多儿童跟小明一样面临分
床睡、 上幼儿园等情况时而出现分离性焦
虑。 那什么是分离性焦虑呢？ 分离性焦虑是
指患者与所依恋的人 （通常是父母或其他家
庭） 分别而产生的过度焦虑， 焦虑的持续时
间和严重程度大大超出同龄儿童在分离场合
的常见水平， 并且使其社会功能受到明显影
响。 此外， 有的患者在没有依恋对象陪同情
况下绝不外出活动， 晚上没有依恋对象在身
边时不愿意上床就寝， 或反复出现与离别有
关的噩梦， 夜间多次惊醒。 还存在烦躁不
安、 哭喊、 发脾气、 头痛或肚子痛等表现。

如何缓解分离性焦虑， 让孩子适应独自
睡觉及生活， 家长可以参考下面的建议:

1. 可以让孩子增加离开主要依恋对象自
己独立玩耍的次数和持续的时间， 比如邀请
与小明比较亲近的亲戚或者朋友共同生活几
天， 适当离开母亲， 消除他的依赖性。

2. 用鼓励、 行为预演等方法提高小明对
独立睡觉的积极参与， 比如请已经独立睡觉的
小朋友分享独睡的好处， 也可参观别人家的儿
童房， 然后和孩子一起来布置房间， 让孩子有
自主的感觉， 从而提高独立睡觉的依从性。

3. 让过度投入或者过度保护的父母明确
他们怎样强化了孩子的不合理恐惧或依赖行
为。 让不投入或者过度忽略的父母增加与孩
子一同在游戏、 学习或者活动上所花费的时
间。 比如在小明吵闹着不愿意单独睡觉的时
候， 小明妈妈不要一味妥协； 工作繁忙的爸
爸也要抽出时间来陪伴小明。

4. 用建立契约奖励、 管理恐惧、 激发自主
性等方法让小明晚上较少逗留在依恋对象的房
间， 更加有效地应对晚上独睡的恐惧。 比如第
一周可以分床不分房， 第二周在陪小明在儿童
房睡着后再离开， 第三周发现小明有睡意的时
候， 找个借口离开就不再回来， 让小明自己睡
觉， 第四周可以告诉小明自己就在隔壁， 让他
自己独立完成入睡的所有程序， 如果孩子第一
次勇敢地在夜里独睡， 一定记得给他正性强
化， 比如给他一个之前约定好的礼物作为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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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游
戏， 那么许多人在童年阶段辛
苦地打怪升级， 终极目标都是
为了战胜一个大魔王———“别
人家” 的孩子。

“别人家” 的孩子也许是
邻居家的同龄孩子， 也许是某
个远房亲戚， 总被你的爸妈挂
在嘴边， 时时念叨； 你表现不
好， 爸妈就会把他搬出来， 作
为鞭策你的榜样 ； 你表现得
好， 同样会把他请出来， 让你
明白一山更比一山高的道理。

比如：
看看你们班长， 德智体美

劳样样拔尖， 你看看你门门都
是倒数。

看看隔壁的哥哥， 他总是
帮父母做家务， 你看看你， 什
么都不会， 也就会读点死书。

表姨家的孩子名牌大学毕
业， 找了一个待遇非常好的工
作， 自己买房买车。 你一个专
科毕业生， 拿那点工资连自己
养活不了。

张叔家的孩子， 二十多岁
就结婚生孩子了， 你现在快三
十了还是单身一个。

上学时， 比的是成绩； 而
毕业后比的则是职业、 收入、
房子车子、 结婚、 生娃……

“别人家” 的孩子好像海
市蜃楼， 仿佛就在眼前， 却永
远追赶不上。

很多父母爱拿 “别人家的
孩子” 来比较， 目的是为了给
自己家的孩子一个奋斗和努力
的目标。 但事实上， 这样做不
仅难以起到一种激励的作用，
还会损伤孩子的自尊心、 上进
心， 甚至影响孩子对父母的信
任度 ， 导致孩子对父母冷漠
化。

1. 你在谈论别人家的孩

子时， 就是一种攀比。 你只是
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 而
不是孩子真正想要的。 孩子在
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了你和别
人攀比的筹码。

2. 一开始孩子的心态是
很生气， 觉得父母为什么老觉
得别人的孩子比自己强， 认为
他们不喜欢自己， 后来被说多
了就觉得厌烦， 对他们的这种
所谓的 “激励” 的教育方式很
厌恶。

很多父母总是一眼就能洞
察别家孩子的优点， 却对自家
孩子的长处视而不见。 他们总
是不遗余力地去夸赞别家孩子
的优秀， 却对自家孩子吝惜一
句真心的赞美。

为了能让孩子对自己有客
观的认识， 自信地面对一切，
父母们需要先自省， 别在 “比
较” 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承认孩子的独一无二 每
个孩子都是绝无仅有的特别
存在 ， 没有哪一个生命比另
一个生命更值得称赞 。 你的
孩子就是你的唯一 ， 他也是
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他 ， 不比
任何人少什么。

作为父母， 我们需要完完
全全接纳孩子拥有的一切， 要
用 “私人订制” 的方式来教育
孩子， 而不是用别人的标准框
定自己的孩子。 让他成为最好
的自己， 不管他在什么季节开
放， 我们都欣然接受。

用积极的眼光看孩子 把
自己的孩子当成 “别人家的孩
子” 来看待， 多发掘孩子身上
的优点， 多给予赞美之词， 孩
子也能在认可中更好的发展自
己， 孩子在面对别人时也能给
予真诚的赞美。

修正自己的认识 父母们
也是在比较中长大的， 看孩子
的切入点不自觉地都往弱点
去。 父母已经受了比较的罪，
应该对教育的方式方法做修
正 ， 别再让自己的孩子步后
尘。

与其花时间和精力拿自
己的孩子去和别人家的孩子
比较 ， 不如抱抱他 ， 和他聊
聊天 ， 流露支持 、 接纳的眼
神 ， 温暖和爱的怀抱 ， 这才
是孩子一生爱的源泉和成长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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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孩子分离性焦虑，
家长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