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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幼儿期的孩子， 特别喜
欢向外探索外部世界， 如何与外
界联结并凸显个人的存在， 孩子
们通过捣蛋来表达自我。 他们会
不好好吃饭、 睡觉； 会各种嫌弃
周围的人或事物； 会拒绝合理的
要求； 干扰别人比如推倒别人搭
好的积木等。 当然， 他们还会花
式乱说话来惹人讨厌。 他们这样
做， 目的是向外部世界宣布： 我
和你们不一样， 我要自己决定做
什么、 说什么， 我不想被你们要
求， 我想做一个意志自由的人。

3 岁起， 孩子面临第一次的
心理反叛期， 他们开始要求身体
的独立， 不想被人约束， 加上各
种敏感期的叠加， 内心会变得躁
动而情绪多变。 这种心理上的易
感性让他们没有办法控制， 他们
会竭力地使用不成熟的心智， 来
证明自己的能力。 但外部环境力
量很大， 很难让他们顺心， 他们
在内心比较烦扰和抗拒， 就容易
通过乱说话来宣泄坏的感受和情
绪， 就像成年人喜欢诉苦一样 ，
以此来获得幼小心灵的平衡。

乱说话还在于孩子在试探语
言的力量。 有些孩子喜欢说一些
禁忌语， 来获得一种特别的感受，
这叫做禁果效应。 越禁止， 越说
个没完。 孩子以为说禁止小朋友

孩子说脏话、狠话

家长该怎么做
“你这个坏妈妈， 不要你了，

滚开！” 3岁的璐璐冲着妈妈喊道，
丝毫没觉察到妈妈一脸愠色。 最
近三个星期， 璐璐说话越来越没
规矩， 不但对着小朋友说脏话、
骂人， 甚至开始对着长辈大喊大
叫， 家长出面制止， 反而惹来璐
璐的激烈反抗。 为什么一个乖宝
宝， 突然变成了一个满嘴恶言的
坏孩子， 动不动就飙脏话、 狠话？

幼年期是儿童性格打底色
的关键期， 他们特别需要成人
的引导， 不能简单地训斥和暴
力打压孩子乱说话的习惯， 而
是理解他们的内心冲突和情绪
表达上的欠缺， 用爱来陪伴他
们， 提高他们的情商， 帮助其
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 具体可
参考的方法如下：

一、 引导孩子认识并说出

自己的情绪。 很多家长不允许
孩子表达负面情绪， 甚至故意
模糊孩子的认识， 压制其负面
感受， 使得孩子将过多的消极
体验堆积在内心， 形成心理垃
圾。 很多孩子内心被心理垃圾
所堵塞， 无法正确地认识自己
的感受， 他们只能用暴躁和攻
击性的情绪， 来表达不舒服的
心理憋闷和压抑。 家长要引导

说的内容， 就显得自己很有胆
量和魄力， 敢于挑战大人和权
威。 有的小孩子是为了取悦伙
伴， 认为这可以逗乐别人， 显
得自己非常与众不同， 能够得
到同龄人的敬佩和赞赏。

语言是有能量的， 能够影
响并破坏别人的情绪和自我评
价。 小孩子并不清楚话语出口
后， 带给他人的直接和间接影
响。 他们只是图好玩， 反复使
用来试探成人得到反应， 发展
自己的力量， 观察对别人的心
理作用。 当他们发现别人很生
气， 甚至很痛苦时， 他们会觉

得自己很有办法和力量， 可以
影响比他们更为强壮的成人 ，
这让他们体验到一种意外的惊
喜， 感受到语言的魔力。

有些孩子说狠话， 缘于一
种模仿。 在认知能力薄弱、 缺
乏是非判断力的他们看来， 那
些敢于乱说乱喊的孩子， 比自
己勇敢而显得特别帅气。 他们
佩服对方， 对方做了比自己更
厉害的事情。 在内心认同， 在
情感上欣赏， 使得小孩子不自
觉地在行为上效仿， 他们用说
粗话来彰显自己的勇气， 用乱
说来证明自己长大了。

孩子认识各类情绪， 并向他们传授表
达情绪的社会规则， 比如可以说出自
己的感受和想法， 可以提出心理需
要、 不可以用语言作为武器去攻击他
人， 尤其是亲密关系中的家庭成员。

二、 用爱陪伴被忽视的孩子。 很
多孩子喜欢用坏行为习惯来提醒家
长， 他们需要更多的照顾和陪伴。 如
果家长能够看清这一点， 抽出时间来
与他们高质量的共处， 儿童对父母的
依恋之情能够适度的满足， 那孩子就
没有理由继续装坏。 陪伴一定要以儿童
为中心， 家长不可以坐在一边， 玩手机
或做自己的事情； 而是问孩子， 他想做
些什么活动？ 需要家长配合他做一些
什么事情？ 家长要全情和孩子共同活
动， 不要头脑里还惦记着工作和家
务， 心不在焉。 孩子会感受到这种敷
衍， 而不会感觉被尊重和好好对待。

三、 制造一个好好说话的家庭环
境。 有些家庭充满了语言暴力， 说话
带着一股戾气。 语言伤害是看不见的
心理创伤， 但长久承受这种慢性压
力， 会损坏个体的自尊和积极情绪。
家长如果说话比较粗暴， 孩子就容易
有样学样， 形成暴力的代际传递。 这
种家庭需要建立家庭成员的人际平
等， 学习用和气、 讨论的口吻和对方
说话， 能够接纳不同的意见和批评；
同时， 要包容别人的差异， 用欣赏的
眼光和语气去交流。 特别是转变威胁
式的育儿模式， 不用家长的权威来压
制孩子的内心表达。

四、 用科学的方法改变乱说话的
坏习惯。 对孩子喜欢乱说话的坏行
为， 家长可以将孩子约在一个没有第
三人在场的地方， 明确而坚决地告诉
他： 这种行为不好， 会带给别人伤害，
必须停止这种坏习惯。 如果孩子不减少
这种行为， 家长应该采取一定的消退办
法： 比如无视孩子乱说话， 大家都停
止与他交谈。 回家后， 家长会请他回
自己的房间， 反思自己的行为过失。
如果孩子屡教不改， 家长可以用减少
零花钱 （甚至暂时停止发放零花
钱）、 不准看电视或玩手机、 减少他
外出娱乐的时间等方式， 督促孩子
消退这种坏习惯。 反之， 孩子乱说
话的频率降低， 家长则可以表扬他
的良好行为， 并予以适当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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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乱说话的缘由

如何引导孩子改掉乱说话的坏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