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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开学
孩子哭声一片
专家：家长要会放手

暑假就要结束，幼儿园陆续开
学， 初次入园的孩子有些好奇也
有些忧伤， 孩子家长有些欣慰也
有些焦虑， 于是便催生了幼儿园
门口各种“悲欢离合”的大戏。 近
日，笔者到部分幼儿园探访发现，
不少孩子入园第一课基本都是以

“哇哇大哭”的方式开场，孩子家
长也是表现出了种种焦虑。 作为
孩子及家长，该如何应对“分离焦
虑”？ 对此相关专家表示，顺利度
过“分离焦虑期”，家长要学会放
手， 平时也要注意培养孩子自理
的能力。

幼儿园开学哭声一片

“我要找妈妈。 ”“老师给我妈
妈打电话吧，让她来接我。 ”“我要
回家，我不想在这待了。 ”伴随着
此起彼伏的哭声， 初入幼儿园的
孩子向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要
求”。 3 岁的浩浩 (化名 )到了幼儿
园眼泪就在眼睛里打转， 看着妈
妈离开便哇哇大哭起来， 任凭幼
儿园老师怎样安慰， 浩浩还是不
停哭泣， 哭得满头大汗、 嗓子哑
了，还是“不放弃”。 原本不哭的孩
子看到别的小朋友哭了， 也受到

“传染”哭得“撕心裂肺”，有的还
“偷偷”背起小书包要往外跑。 老
师们也是使出各种“招数”安慰哭
喊的孩子。 幼教崔老师介绍，幼儿
园小班每个班里有过半的孩子刚
到幼儿园时都会大哭。

崔老师介绍，今年他们幼儿园
招了 4 个小班的孩子， 每个班都
有孩子入学第一天哇哇大哭的情
况。“平均下来每个班有 40 多个
孩子， 而每个班里入园第一天哭
闹的孩子会有七八个。 ”于老师告
诉记者。

“印象里有个孩子进了幼儿园
后就哭，孩子家长‘狠下心’放下
孩子就走了， 可孩子还是不停地
哭泣，最后哭闹得实在太厉害，只
好又把孩子的家长叫回来了。 经
过两三天的适应， 这个孩子逐渐
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 ”崔老师告
诉说。

送孩子入园大人也焦虑

“大部分孩子对新鲜的事物都
比较感兴趣， 很容易会被幼儿园

里的各种玩具吸引， 也就能很快
融入到幼儿园的新环境。 ”从事幼
教多年的于老师介绍说， 通常来
说幼儿园都会规定把孩子送进幼
儿园，家长就要马上离开，可不少
家长却守在门外迟迟不肯离去。

“这有时候就会影响到孩子的情
绪， 不利于孩子更好地适应幼儿
园的环境。 在幼儿园采访时，笔者
发现还没到放学时间， 孩子家长
便早早地在门口等候。“把孩子送
到了幼儿园， 他很愉快地就跑了
进去， 也很快能够适应幼儿园的
环境。 我却感觉心里空落落，总想
多跟孩子待会儿。 ”一名孩子的奶
奶告诉记者。

说起儿子上幼儿园的事，家住
桥东的张先生家中产生了不小的

“风波”。“孩子报名后老人经常嘴
里嘟囔着说， 平时孩子在家被宠
坏了，突然送去了幼儿园，孩子不
会自己上厕所怎么办， 幼儿园的
饭菜会不会不可口， 午睡的时候
会不会盖不好被子。 ”张先生告诉
记者， 他的父母还想再带孩子一
年， 但他坚持让孩子上幼儿园，

“在家时 6 个大人照顾一个孩子，
各个方面都照顾得很到位， 但孩
子总要接触社会， 总要与别人交
流，迟早会过集体生活，去幼儿园
是必经之路。 ”

多用适当方式鼓励孩子

据了解 ，“幼儿入园分离焦
虑” 是指孩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
转变过程中所发展起来的情绪。
适龄孩子离开父母和家庭进入幼
儿园游戏和生活， 由于面临着与
家长的长时间分离， 孩子经受着
分离焦虑所带来的痛苦。 对此，心
理科专家王克表示，3 岁以前主要
是培养孩子的安全感， 他们多是
跟父母或是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生活在一起，因此产生了依赖性。
3 岁左右的孩子到了幼儿园，就会
有些不适应。“进入幼儿园是孩子
们第一次离开了家庭， 离开了家

长的宠爱甚至是溺爱， 去适应新
的环境，身边是陌生的环境、陌生
的同龄人和陌生的老师， 很容易
产生恐惧、害怕的心理。 ”王克介
绍说。 她建议家长可以带孩子提
前熟悉幼儿园环境， 积极地引导
孩子， 多给孩子精神和物质方面
的鼓励，但不能过分溺爱孩子。 在
家里， 不论是父母之间还是年轻
父母和老人之间， 在教育孩子时
要做好沟通、达成共识，不要在孩
子面前表现出有分歧。

有些家长在孩子入园的时候
自己也会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
多半是源自家长对幼儿园的一些
顾虑。 王克认为，家长如果对孩子
不放心可以多跟幼儿园老师沟
通 ，多了解孩子的情况，或者亲
自去幼儿园参观一下， 了解一
下情况， 以便缓解自身的焦虑现
象。

父母自带的孩子更独立

“教幼儿园的孩子也有些年
头， 总体来说家长对孩子适应能
力等各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 最
近几年入园孩子的父母有很多是
‘80 后’， 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理
念跟上一代人是不一样的。 ”于老
师告诉记者，平时“80 后”父母们

可能会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锻
炼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 而孩子
的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可能基本
上都是宠着孩子。“两种教育方式
对孩子的影响差别也比较大，通
过对比就会发现‘80 后’父母带出
来的孩子要比老一代人带出来的
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更强。 ”于老
师介绍说。

崔老师则表示：“会哭的孩子
更能适应幼儿园。 那些刚进幼儿
园就大哭的孩子相对来说更外
向，他们通过哭发泄情绪后，很快
就能够跟幼儿园里的其他孩子玩
到一起， 而那些看起来比较‘安
静’ 的孩子适应幼儿园生活则比
较慢一些。 ”崔老师说。

孩子入园提前做准备
如何让孩子更好地适应幼儿

园的学习生活环境呢？ 于老师表
示，提前熟悉环境很重要，平时家
长可以带着孩子到幼儿园附近走

一走， 听听里面的唱歌声、 游戏
声， 让孩子产生进幼儿园很好玩
的想法； 必要时还可以让孩子提
前跟幼儿园老师接触 ； 但要实
事求是， 不要夸大幼儿园有多
好， 以免孩子入园后产生心理
落差 。

入园前可以带着孩子去商店
挑一个可爱的小书包， 在书包表
面绣上或写上孩子的名字， 平时
可以让孩子慢慢养成背书包的习
惯，在里面放些包括水杯、衣服、
纸巾、零食、玩具的生活用品。 书
包里的东西要分门别类， 这样有
利于孩子秩序感的建立、 整理能
力的培养，也让他有一种成就感。

生活中注意锻炼孩子的自理
能力，鼓励孩子自己穿衣服，自己
上厕所，自己用杯子喝水。 集体生
活需要统一的作息时间， 家长平
时可以按照幼儿园的作息时间安
排孩子的生活，如起床、餐点、室
外玩耍、睡觉时间等。“孩子入园
前的准备是个系统工程， 需要考
虑的细节也比较多。 ”于老师说。

家长要学会“放手”

教育专家认为，幼儿园在以前
只针对孩子进行入学前的教育 ，
现在则是在针对孩子的基础上重
视对家长的引导沟通。“现在很多
家长比孩子还焦虑， 都没法好好
工作了。 ”因此，幼儿园加强对家
长的培训，通过建立 QQ 群、微信
群的方式与家长及时沟通交流 ，
将孩子的表现及时地反馈给家
长，让家长能够安心工作。 笔者了
解到， 很多孩子是由自己的爷爷
奶奶、姥姥姥爷带着长大的，而这
一类的孩子往往要比爸爸妈妈带
着的孩子在自理能力、 独立性上
要稍差一些。 专家建议，年轻父母
应该多与孩子在一起， 多锻炼孩
子的自理能力、沟通交际能力等，
让孩子多跟同龄人接触， 有利于
孩子在入园时克服焦虑。

（世锋 志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