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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序

本丛书是受中国心理学会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资助，由近百位心理学专家撰写

的我国第一套以“十万个为什么”命名的心理学科普丛书。

说起《十万个为什么》丛书，那是我们这一代儿时阅读到的非常好的科学启蒙读物，

它引导我们接触科学、认识科学、热爱科学、走向科学。回首来时路，我们方才后知后

觉，人总是愿意问“为什么”的。1961 年，首版《十万个为什么》丛书问世。这是影响

了几代人的科普巨作，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美好记忆。它对自小培养国民科学

意识和素质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自那时起，《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推出了多个版本，

由最初涉及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数学、地质地理和动物等科学领

域的 8 册一套，发展到了 21 册一套，涉及的学科更为广泛，也极大地丰富了青少年的视

野。但是，从始至今，这套丛书中却没有关于人类自身心理发展知识的独立单册。

原因何在？从我们心理学工作者角度来看，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

心理的高度复杂性使这方面的科学研究相对滞后，从而制约了此类科普读物的编写。人

类的心理极其错综复杂，或细致如发，或柔肠百转，或瞬息万变，或表里迥异，偶失察

之毫厘，竟致谬以千里。作为心理现象一部分的意识（还有一大部分为无意识），究其起

源，迄今未知，终成世界三大迷之一，被恩格斯誉为“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是最复

杂、神奇的现象。由此可见，人类对自身心理的研究极为困难。尽管心理学的思想史源

远流长，可追溯到 2000 多年前中国古代的孔子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先哲的思想，但

心理学的科学史却十分短暂，《十万个为什么》丛书首版距科学心理学诞生仅 82 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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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日，许多心理现象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加上我国的心理学发展几经起落，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才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心理学研究本身的薄弱也成了制约其科普读物编写的

内在条件。另一方面，人们对心理学知之甚少，这方面的社会需求相对缺乏，从而迟滞

了该类科普读物的应需而生。在开始接触心理学时，人们甚至还会将其与看相、卜卦相

联系，颇带有几分神秘感，以至于心理学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斥为伪科学而被打

入“冷宫”。虽然之后有了自己的独立发展，但心理学也主要在师范类院校中作为课程而

存在，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需求，因而缺乏推动科普的外在动力。

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得到极大的发展：心理科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

扩大，从事心理学工作的队伍规模日益壮大，攻读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

究生）人数迅速增长，研究课题和发表论文数量翻倍增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甚

至有人在 20 世纪末预言，21 世纪将是心理学的鼎盛发展时期。以我国来说，中国心理学

会的分支机构已发展到了 21 个专业委员会和 10 个工作委员会，这个纪录还在不断地刷

新。现有心理学教学科研的单位已超过 340 个，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和

科研机构多达百个，每年召开几十场全国性的心理学学术会议，与国外心理学界的交流

也日益频繁，产生了大量的合作研究的成果。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改进，整个心

理学界在心理现象的科学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步。研究的对象逐渐从低级向高级，从个

体性向社会性，从单一向综合的心理现象拓展。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眼动追踪技术、事

件相关电位技术（ERP）、功能性核磁共振脑成像技术（fMRI）、功能性近红外光脑成像

技术（fNRIS）等高科技手段在心理学研究中的运用，使心理学研究又从宏观领域拓展至

微观领域，由行为层面、心理层面拓展至生理层面，特别是脑科学方面的研究为这磅礴

的奏鸣曲谱写了新的乐章。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品质的提高，人们认识自身心理的欲望也增强了。特

别是社会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上升，使得各种心理问题纷至沓来，寻求心理科学的

援助，以缓解心理问题的社会需求也愈显突出。对全民的心理关怀甚至写入了中国共产

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之中，习近平主席更是在全国性大会上强调心理关怀和心

理普及问题，并将这种科学普及提到与科学创新同样重要的高度。这一切为《十万个为

什么》科普读物大家庭迎来新成员——人类心理分册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近百位心理学专家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以我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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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专业素质与职业操守，来撰写这套《人类心理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本次出版的

是涉及个体从出生到青少年的三个分册，分别是《婴幼儿心理十万个为什么》（0 ～ 6 岁）、

《儿童心理十万个为什么》（7 ～ 12 岁）和《青少年心理十万个为什么》（13 ～ 18 岁）。

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我们还将推出其他分册。

本丛书从编写队伍到编写宗旨、内容、结构、框架、形式，具有以下六方面特色：

一、作者队伍强大

作者队伍的强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编写人员多。每个分册都有 4 位主编和

约 30 位编委，三个分册共有近百位作者参加撰写，可以说是《十万个为什么》丛书中单

学科参编人员最多的。二是专业水平高。近百位编委均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其中教

授 60 余位。12 位分册主编均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其中有 2 位副理事长、7 位常务理事；

7 位编委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编委中不乏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级教学名师、博士点学科带头人。这样高水准的作者队伍为本丛书的科学性、专业

性提供了有效保证。

二、编写宗旨鲜明

从组建作者队伍起，每位分册主编和编委都怀揣一个十分明确的宗旨，那就是通过

科普图书的编写来体现心理学工作者对社会的奉献，并将这种意识概括为十六个字——

“服务社会，福祉后代，利在当下，义在深远”，并以此激励自己认真完成中国心理学会

的这一嘱托。为此，在编写准备阶段，我们进行了调研工作，及时了解民众对这方面知

识的需求情况；编写过程中，我们召开 6 次分册主编会，深入研究编写中发现的各种问

题，并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

海师范大学 6 所高校开展撰写人员培训活动；所有编写人员在教学和科研任务非常繁重

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认真撰写书稿，一遍又一遍修改，有的稿件甚至修改了 10 遍。有的

编委平时没有时间，就利用节假日来撰写，甚至在大年夜全国人民举家团圆、围坐欢聚

之时，有不少作者还在为稿件忙碌。在总主编的电脑上清晰记录着某分册主编给他发送

稿件的时间——“2016 年 02 月 07 日 23：07”，那正是除夕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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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知识丰富

作为独属于心理学的《人类心理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本丛书力求具体、丰富而翔

实，暂分为三个分册，涉及孩子从婴幼儿到儿童，再到青少年时期的种种问题。每个分

册的内容都分为两大方面：

一是孩子的心理发展。本丛书以问题形式来阐明孩子在心理发展现象、特点和规律

方面的心理学知识，即阐述个体心理发展问题，包括认知、情感、意志、气质、性格、

能力、创造力、兴趣、理想、自我意识、价值观等方面的一些现象和规律性问题。诸如

《婴幼儿心理十万个为什么》中的“宝宝边玩边自言自语，为什么？”“宝宝的记忆容易

被改变，为什么？”，《儿童心理十万个为什么》中的“孩子对童话故事‘情有独钟’，为

什么？”“孩子特别犟，为什么？”，《青少年心理十万个为什么》中的“孩子陷入‘我究

竟是谁’的迷茫中，为什么？”“孩子有正确的价值观很重要，为什么？”等。

二是孩子的生活课题。本丛书以问题形式阐明孩子在生活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背后的

心理学知识，包括身体发育、社会交往、学习活动、网络接触、心理健康、择校取向等。

诸如《婴幼儿心理十万个为什么》中的“胎宝宝没出生前听到爸爸的声音就‘陶醉’，为

什么？”“宝宝有时独自在角落里一个人‘发呆’，为什么？”，《儿童心理十万个为什么》

中的“孩子容易受欺负，为什么？”“孩子不愿对父母说心里话，为什么？”，《青少年

十万个为什么》中的“性格孤僻的青少年容易‘一网情深’，为什么？”“青少年要‘自

杀’，为什么？”等。可以说，有这三册在手，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这三个人生阶段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成长过程。

四、内容结构创新

本丛书在内容组织上与以往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不一样，这是由它的特殊性决

定的。以往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是对某学科客观现象的科学说明，不涉及“怎么办”

的问题，如数学中的“为什么计算机要使用二进制？”、物理学中的“为什么大雁排队飞

行会节约能量？”、化学中的“地球上的氧气会用完吗？”等问题便是如此。《人类心理

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涉及人，对于人的心理现象，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进行科学说

明上，还要对各种现象提出应对性的建议，这样才能对读者有现实意义。例如，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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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宝宝口齿不清，为什么？”“孩子做事总是三分钟热情，为什么？”“网瘾少年难沟通，

为什么？”等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后，读者往往还迫切想知道“怎么办”。因此，我们做了

一个大胆的开创，在所有“为什么”问题后都提出应对性的建议。诚然，本丛书只是科

普读物，不是心理咨询读物，它的重点在于对心理现象进行科学说明，而不在于对“怎

么办”进行操作指导。因此，建议部分不作为重点，而是以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操作性

为宜，以免喧宾夺主。

五、内在框架严谨

虽然第一眼看上去，《人类心理十万个为什么》丛书的目录就是一些题目，内部没

有分列标题，其实，所有“为什么”题目下的解说文章都有内在严谨的逻辑框架，包括

现象、原因和对策三个部分，即问题提出、问题分析和问题建议。①问题提出部分，描

述该问题的现象。先是“点”的个案描述，作为正文的导入，然后是“面”的整体概述，

有时在这部分还融入有关该现象给孩子带来的影响，以引起读者的重视。②问题分析部

分，阐述问题的成因、机制等，是正文的重点。有时可从表层（一般分析）和深层（进

一步分析）两个层次加以阐明；也可从心理层面、行为层面、社会层面，直至生理层面，

特别是在脑科学的深层面上予以科学说明。③问题建议部分，根据原因分析给老师和家

长提出应对建议。各篇以此设置出精准而严谨的框架，更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特别是

阅读的认知逻辑过程，帮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构建一个顺畅的逻辑思维过程。

六、外部形式多样

为了增加可读性和乐读性，我们尽可能使版面活泼跃动，除正文外，每篇还有与正

文主题有关的插图一幅、“名言录”一句和“心视界”一篇。插图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反映

主题，带有一点漫画的风格，更给人以轻松、愉悦的感受；“名言录”以名言的形式启迪

深思，让读者有一种认知上的顿悟和升华；“心视界”则从多种角度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内

容：或延伸与主题有关的具体材料，或提供有关的佐证文献（相应的调查、实验、科学

研究成果等），或简介有关的理论，或体验有关的小测试等。总之，本丛书力求以多种形

式让读者在赏心悦目中获取心理知、开阔心理眼界。

作为心理学的《十万个为什么》，这样一套丛书还是首次问世。首当其冲地，它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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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普读物的创新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

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

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a更重要的是，不同于一般科普读物的知识

讲解，本丛书旨在提高人们对心理现象的理解，特别是认识成长中的孩子的心理发展，从

而提高养育、培育、教育孩子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将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

丛书主创团队如下：总主编是卢家楣；《婴幼儿心理十万个为什么》分册主编是张

向葵、方晓义、桑标和傅宏；《儿童心理十万个为什么》分册主编是刘电芝、邹泓、周

宗奎和钱铭怡；《青少年心理十万个为什么》分册主编是卢家楣、李伟健、金盛华和樊

富珉。参编人员由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近百名

专家组成。

本丛书在即将付梓之际，要感谢所有为丛书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

首先，要感谢中国心理学会对我们的信任、支持和鼓励。特别是中国心理学会原理

事长杨玉芳研究员，是她将此重任交给我，并始终关心、指导我们的编写工作，几乎参

加我们每一次的主编会议，还在经费上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还要感谢三个分册的主编，他们都是各自学科中的翘楚，在科研、教学和学术活动

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义无反顾地参加本丛书的总体设计和分册的编委组织、稿件审

阅、撰写与修改工作，为三个分册的出版做出了努力。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婴幼儿分册

的主编张向葵教授和儿童分册的主编刘电芝教授，她们在后期担负起繁重的统稿、改

稿、校对及定稿等工作，不辞辛劳、竭尽全力，为各分册的顺利出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

关键作用。

随后要感谢所有编委，这是一支专业化、高水准的庞大队伍，正是他们付出了努力，

写出了一篇篇稿件，才为丛书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要感谢同学们，跟着导师们完成资料的收集、整理，甚至某些初稿的撰写和润色

工作，默默地在幕后付出了大量的智慧和精力，其中特别是陈叶梓博士还做了不少秘书

工作。

还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冯驭老师及其团队为丛书绘制所有的插图，使丛书

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

a　白春礼 . 加强科学普及服务创新发展 . http：//theory. people. com.cn/n1/2016/0617/c83846-28454401. html.［201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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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丛书编写过程中给予的经费支持。

此外，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和教师、家长热情询问出版情况，对本书

表现出关切和期待，给我们以鼓舞和鞭策。为此，对关心此书出版的所有人士也一并表

示感谢。

最后要感谢科学出版社及其领导，特别是为本丛书从策划到具体落实过程中付出智

慧、辛劳和耐心的教育与心理分社分社长付艳及责任编辑孙文影，以及付出专业化、高

水平努力的文字编辑、封面设计、版式设计人员。

古希腊人将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镌刻在德尔斐神庙的门柱上，作为

千载不变的神谕，这恰说明了自我认识的重要与困难，两千多年来已成为警世之语。其

实，人类对自身心理的认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虽然我们为本丛书的出版全力以

赴，不遗余力，唯望读者有所裨益，对后代成长有所帮助。但终因心理现象的复杂和我

们能力的有限，加上初次尝试，仅迈开求索历程的第一步，稚嫩乃至谬误等不尽如人意

之处自当难免，敬请诸位批评指正，以冀不断改进，日臻完善。随着心理科学研究的不

断推进和发展，对人类心理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提高，心理科普之路将不断延伸和拓

广，还有更多的科普高峰等着我们去登攀。

路漫漫，科普之途何其修远；心诚诚，上下求索乐在其中。

2017 年 9 月





ix  

目　录   ？

宝宝哭了，为什么？（001）

宝宝总是哭闹不止，为什么？（004）

宝宝喜欢面对面说话，为什么？（006）

宝宝口齿不清，为什么？（008）

宝宝说话结结巴巴，为什么？（011）

宝宝出现沉默，为什么？（014）

宝宝词汇贫乏，为什么？（017）

宝宝边玩边自言自语，为什么？（020）

0 ～ 1 岁是宝宝语音发展的主要时期，为什么？（023）

1 ～ 2 岁是宝宝词汇发展的主要时期，为什么？（026）

2 ～ 3 岁是宝宝语句发展的主要时期，为什么？（028）

宝宝早期不接触语言，后天语言发展缓慢，为什么？（031）

宝宝“能文不擅武”，为什么？（034）

宝宝对音乐超敏感，为什么？（037）

宝宝左右脑发展不协调，为什么？（040）

宝宝识字早不一定智力高，为什么？（043）

宝宝“大器晚成”，为什么？（046）

宝宝说话晚，为什么？（049）

宝宝智力发展受环境影响，为什么 ?（052）

1 岁前的宝宝大脑损伤后语言可恢复，为什么？（055）

目　录



x  

婴幼儿心理十万个为什么 

宝宝总是“怕怕”，为什么？（058）

宝宝总是“暴跳如雷”，为什么？（061）

宝宝新入园爱哭闹，为什么？（064）

宝宝闯祸后会“百爪挠心”，为什么？（067）

宝宝犯错后“执迷不悟”，为什么？（070）

宝宝也会“察言观色”，为什么？（073）

宝宝会“感他人之所感”，为什么？（076）

宝宝常常说“瞎话”，为什么？（079）

宝宝常常骗大人，为什么？（082）

宝宝心中“有鬼”，为什么？（085）

宝宝“为所欲为”，为什么？（088）

宝宝“望而却步”，为什么？（091）

宝宝也有计划性，为什么？（094）

宝宝“迫不及待”，为什么？（097）

宝宝会磨人，为什么？（100）

宝宝会模仿父母的行为，为什么？（103）

宝宝“心不甘情不愿”，为什么？（106）

宝宝总是违规，为什么？（109）

宝宝会“听音辨人”，为什么？（112）

吃母乳的宝宝“母婴情深”，为什么？（115）



xi  

宝宝对亲子游戏“一往情深”，为什么？（118）

离异家庭的宝宝烦恼多，为什么？（121）

宝宝对父母也“偏爱”，为什么？（124）

宝宝喜欢和爸爸玩耍，但更依恋妈妈，为什么？（127）

宝宝“动手不动口”，为什么？（130）

宝宝“恋”着父母的床，为什么？（133）

宝宝会“吃醋”，为什么？（136）

宝宝喜欢玩电子游戏，为什么？（139）

宝宝喜欢玩“过家家”游戏，为什么？（142）

宝宝喜欢玩“幼稚”的游戏，为什么？（145）

宝宝喜欢自己挑的玩具，为什么？（148）

宝宝“朝三暮四”，为什么？（151）

宝宝有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154）

宝宝“动如脱兔”，为什么？（157）

宝宝脾气急躁，为什么？（160）

宝宝过于敏感，为什么？（163）

宝宝“慢条斯理”，为什么？（166）

宝宝用哭达到目的，为什么？（169）

宝宝“三心二意”，为什么？（172）

宝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为什么？（175）



xii  

婴幼儿心理十万个为什么 

宝宝也需要被尊重，为什么？（178）

宝宝过度自信，为什么？（181）

宝宝不愿意表现自己，为什么？（184）

宝宝性格孤僻，为什么？（187）

宝宝腼腆害羞，为什么？（190）

宝宝对“奥特曼”等深信不疑，为什么？（193）

宝宝对陌生人也会微笑，为什么？（196）

宝宝认不出镜子里的自己，为什么？（199）

宝宝常用“宝宝”称呼自己，为什么？（202）

宝宝认为玩具能听懂他说的话，为什么？（205）

宝宝抢占排头，为什么？（208）

宝宝爱抢玩具，为什么？（211）

宝宝突然“不不相逼”，为什么？（214）

宝宝“一叶障目”，为什么？（217）

宝宝“视而不见”，为什么？（220）

宝宝对动画片“情有独钟”，为什么？（223）

宝宝喜欢咬手指，为什么？（226）

宝宝挑食，为什么？（229）

宝宝成了“小胖胖”，为什么？（232）

宝宝经常尿床，为什么？（235）



xiii  

宝宝喜欢问“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238）

宝宝更愿意与爷爷奶奶在一起，为什么？（241）

宝宝没有安全意识，为什么？（244）

宝宝易跌撞、不怕疼、拒触摸，为什么？（247）

宝宝总把东西往嘴里放，总爱到处摸，为什么？（250）

宝宝迟迟不会走路，为什么？（253）

宝宝能“拿起西瓜”却很难“捡起芝麻”，为什么？（256）

宝宝喜欢爬，为什么？（259）

宝宝喜欢爬上爬下、跳来跳去，为什么？（262）

宝宝是个“近视眼”，为什么？（265）

宝宝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为什么？（268）

宝宝自己也会选书，为什么？（271）

宝宝不爱阅读，为什么？（274）

宝宝受到表扬却不开心，为什么？（277）

宝宝迷恋图画书，为什么？（280）

宝宝 1 岁左右就能学英语，为什么？（283）

宝宝识字容易写字难，为什么？（286）

宝宝会“分苹果”，却不会“1+1=?”的问题，为什么？（289）

宝宝对撕书、撕纸乐此不疲，为什么？（292）

宝宝喜欢画画，为什么？（295）



xiv  

婴幼儿心理十万个为什么 

2 岁前宝宝记住的东西到 6 岁后就忘了，为什么？（298）

宝宝睡前喜欢让父母讲故事，为什么 ?（301）

宝宝“人来疯”，为什么？（304）

宝宝喜欢攀比，为什么？（307）

宝宝常常好心办坏事，为什么？（310）

宝宝“出口成脏”，为什么？（313）

宝宝总是有过分的要求，为什么？（316）

宝宝一上幼儿园就生病，为什么？（319）

宝宝不希望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为什么？（322）

宝宝喜欢玩沙，为什么？（325）

宝宝喜欢抱着布娃娃睡觉，为什么？（328）

宝宝常常“破坏”东西，为什么？（331）

宝宝喜欢帮大人做家务，为什么？（334）

宝宝爱告状，为什么？（337）

宝宝不会合作，为什么？（340）

宝宝被“拒之门外”，为什么？（343）

宝宝总是被欺负，为什么？（346）

宝宝“护玩具”，为什么？（349）

宝宝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为什么？（352）

宝宝分不清性别，为什么？（355）



xv  

宝宝喜欢异性小伙伴，为什么？（358）

宝宝玩玩具“男女有别”，为什么？（361）

宝宝喜欢“男扮女装”，为什么？（364）

宝宝喜欢“扒裤子”，为什么？（367）

6 个月左右的宝宝爬到床边就停下了，为什么？（370）

3 岁的宝宝总说自己有好多姐姐，为什么？（373）

哭泣的宝宝的胃贴向母亲的胸部时就不哭了，为什么？（376）

宝宝喊电视屏幕上的白头发男人“我爷爷”，为什么？（379）

宝宝 3 岁时就爱做“鬼脸”，为什么？（382）

当宝宝玩新玩具时总爱看妈妈的脸色，为什么？（385）

宝宝有时独自在角落里一个人“发呆”，为什么？（388）

宝宝“偷拿”小朋友的东西，为什么？（391）

宝宝玩游戏“怕输”，为什么？（394）

宝宝出生不久就对味道有偏爱，为什么？（397）

1 岁前宝宝就喜欢看布满图案的布，为什么？（400）

半岁的宝宝在黑暗中能抓到发黑的物体，为什么？（403）

2 岁宝宝想从微型滑梯上滑下来，为什么？（406）

宝宝出生不久就能和妈妈咿咿呀呀，为什么？（409）

宝宝出生后几乎天天酣睡不醒，为什么？（412）

宝宝的记忆容易被改变，为什么？（415）



xvi  

婴幼儿心理十万个为什么 

胎宝宝没出生前听到爸爸的声音就“陶醉”，为什么？（418）

5 ～ 6 岁宝宝喜欢“比一比”，为什么 ?（421）

宝宝认为“太阳总是围着自己转”，为什么？（424）

日常生活中，宝宝喜欢把东西搬来搬去，为什么？（427）

宝宝吃饭喜欢自己动手，为什么？（430）

爱活动的宝宝更聪明吗，为什么？（433）

准妈妈的“坏情绪”对胎宝宝至关重要，为什么？（436）

宝宝的小拳头也会“咿咿呀呀”，为什么？（439）

宝宝在幼儿园和家里表现不一致，为什么？（442）

宝宝能说出皮球的多种用途，为什么？（445）



001  

宝宝哭了，为什么   ？

宝宝哭了，为什么？

佳佳只有 6 个月大，他总是会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哭。有时候家长哄一哄，他

就会很快停止哭泣，但有时这样做完全于事无补，佳佳反而哭得变本加厉。这常常弄

得家长束手无措。宝宝为何哭呢？

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时常哭闹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语言还无法表达自己的心声

时，笑和哭就成为他们主要的表达方式。宝宝的哭声含义丰富，在不同情况下传达不同

的意义。为了能及时提供一个贴近宝宝心声的照顾，家长需要学会听懂宝宝的哭声。如

果在宝宝哭闹时，家长没有敏锐地了解宝宝为什么哭，就很难顺利安抚宝宝的情绪，若

安抚无效后再对宝宝失去耐性，一味采取忽视甚至责备的态度，就可能会导致宝宝和家

长之间形成不安全型依恋关系。

佳佳只有 6 个月大，他总是会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哭。有时候家长哄一哄，他

就会很快停止哭泣，但有时这样做完全于事无补，佳佳反而哭得变本加厉。这常常弄

得家长束手无措。宝宝为何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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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宝宝究竟为什么会哭呢？通常，宝宝哭泣的原因分为三类：生理需求、心理需求

和病理状况。不同原因引发的哭泣，其表现是不一样的，主要体现在哭声特点、脸部及

肢体活动上。

首先，宝宝哭闹最常见的原因是表达生理上的需求。生理需求种类繁多，宝宝哭的

表现也是非常多样的。例如，如果宝宝饿了或渴了，哭声会短而有力，比较急促；如果

宝宝累了，他的哭声虽然也比较有规律，但是音量明显就会比较小；如果宝宝所在的环

境太吵、光线太亮或太暗等，他的哭声和动作就会显得烦躁不安。宝宝饿了、渴了、累

了等需求容易被注意到，而对环境和光线的生理需求往往容易被忽视。宝宝从来到这个

世界开始，他的感知觉就已经较为敏锐了，他可以感知到环境中的刺激并做出相应的反

应。比如，宝宝一般偏爱暖色调及温柔的声音，如果将宝宝放在又吵闹又黑暗的环境中，

他就会感到不舒服。

其次，宝宝哭闹较为常见的原因是表达心理上的需求。初生的宝宝偏好熟悉的

人和物，如经常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大人、他们常玩的玩具、他们常穿的衣服和常用

的毛毯等，宝宝从这些熟悉的人和物中可以获得安全感。一旦宝宝感受到了威胁，

安全感没有得到满足，宝宝就会开始哭闹。这种哭闹并不难辨别，因为他们往往在

哭的同时会伴有一些指向性的肢体动作，如头转向照料者、手伸向他需要寻求安慰

的人或物等。

最后，宝宝生病时也会哭，这时他们的哭声通常比较尖锐而凄厉，并伴随握拳、蹬

腿等动作，无论家长怎么抱或者哄也无法使他们安静下来。最常见的引发宝宝异常哭泣

的病理状况有消化系统、呼吸道、皮肤等方面的疾病。

要懂得分辨以上几种类型的哭，家长需要长期与宝宝相处，在照顾宝宝的过程中多

多留意宝宝的表现。以下建议可供参考。

● 如果宝宝是因生理需求而哭，那么在排查出具体原因后，应及时给宝宝喝奶、喝

水或哄宝宝睡觉等，注意不能忽视宝宝对于周围环境的需求。

婴儿的哭声实验

有研究者将婴儿因饥饿、痛、生气而发出的哭声录下来，放给不知情的母亲听。当这些

母亲听到因痛而发出的哭声时，她们都冲进房间去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发生了意外，而听到

另外两种哭声时，她们都不紧不慢地做出反应。由此可见，经常照顾宝宝的人是能够分辨宝

宝的哭声所表达的意思的，起码能够从众多哭声中分辨出病理状况的哭。

心 视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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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宝宝哭是因为心理需求没有被满足，那么在宝宝哭后，家长不能让宝宝长时

间等待，要及时去抱或安抚宝宝。

● 如果宝宝是因病理原因而哭，则要及时送医院检查。

● 虽然医学上认为啼哭有助于宝宝的呼吸系统和肌肉的锻炼，但不管宝宝是因为何

种原因哭，家长都不宜长时间后才给予反应，更不能失去耐性而责备宝宝。

饥则为之食，寒则为之衣，疲乏劳苦则使之愉快，总之小孩子哭的原因不一，做父母的

止哭的方法亦随机而变罢了。

——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陈鹤琴

名 言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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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总是哭闹不止，为什么？

朱朱已经3岁了，却还总是爱哭，动不动就哭起来。有时候，他吃饱了不安心睡，

蹬蹬腿就开始哭，家长抱着就不哭，一放下就又哭个不停。要睡了哭，晚上睡到半夜

也会突然哭起来，醒来还哭。有时候，朱朱哭得歇斯底里，家长却不知道怎么回事，

无论搂抱还是喂吃的，统统没有用，一家人被朱朱折腾得心力交瘁。

宝宝偶尔哭一哭、闹一闹不算是坏脾气，可是有的宝

宝每天会大哭大闹好几次，稍不满意就会眼泪汪汪，又踢

又闹，而且似乎不管怎么哄都没有效果。宝宝长期哭闹不

止，不仅会让家人心情烦躁，无法安心休息和工作，而且

不利于宝宝发展良好的情绪管理及冲突解决能力。

那么，宝宝为什么总是哭闹不止呢？一般来说，宝宝

爱哭的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先天原因，二是后天原因。

先天原因指的是宝宝天生的气质比较敏感和爱哭。这

是由基因遗传导致的。这种类型的宝宝情绪敏感性比较强，

对别人来说无足轻重的小事，在这类宝宝身上却可能会成

为一个比较大的触发点。例如，走路摔倒了，虽然没有受

伤，但敏感的宝宝也会觉得很疼；即使是对突然的敲门声或铃声，敏感的宝宝也可能仿

佛受到惊吓一般。不过，哭对敏感的宝宝来说并不全是坏事。哭是一种释放的方式，可

以使他们感觉更轻松，但这并不代表长时间或高频率的哭闹对他们没有危害，毕竟在成

长过程中宝宝需要学会更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需要更勇敢地体验新的事物。

后天原因是指家庭教育方式的不恰当。有的父母很害怕宝宝哭，只要宝宝一哭，就

朱朱已经3岁了，却还总是爱哭，动不动就哭起来。有时候，他吃饱了不安心睡，

蹬蹬腿就开始哭，家长抱着就不哭，一放下就又哭个不停。要睡了哭，晚上睡到半夜

也会突然哭起来，醒来还哭。有时候，朱朱哭得歇斯底里，家长却不知道怎么回事，

无论搂抱还是喂吃的，统统没有用，一家人被朱朱折腾得心力交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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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气质、母亲教养与宝宝情绪自我调节的关系

心理学研究表明，3 岁宝宝的气质、母亲的教养方式均与宝宝的情绪自我调节有关：在

气质评分的平静维度得分越高的宝宝的情绪自我调节能力越好，而在敏感和回避维度得分越

高的宝宝的情绪自我调节能力越差；在教养方式评分的回避维度得分越高的母亲，其宝宝的

情绪调节能力越差，而在温和维度得分越高的母亲，其宝宝的情绪自我调节能力越好。此

外，母亲的教养方式会对宝宝的气质与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产生影响：对于低平静气质、高

敏感、反应性强的宝宝，母亲采取高温和的教养方式会加强宝宝的情绪调节能力，母亲采取

低温和的教养方式会降低其情绪调节能力；对于高平静气质、低敏感、反应性低的宝宝而

言，不管母亲采取高温和还是低温和的教养方式，都不会影响宝宝的情绪调节能力。

会马上去满足他的需要，而这很容易强化哭闹行为，让宝宝感觉到用哭这种方法来达成

心愿或目的非常行之有效。哭的有效性让宝宝逐渐放弃其他表达方式，更加习惯仅仅依

靠哭来表达自己的需要，而这也会导致宝宝的语言表达能力得不到良好的发展。此外，

有的父母对宝宝的态度太过严厉，或者经常忽略宝宝的基本心理需求，这样宝宝总体验

到焦虑不安，也会形成爱哭的性格。

对于总是哭闹不止的宝宝，如果不及时进行干预和教育，宝宝将来可能会保持或形

成过于敏感爱哭的性格，情绪调节能力变差，患情绪障碍的风险增高。因此，面对无休

止地号啕大哭的宝宝，家长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宝宝属于敏感爱哭的气质类型，请理解宝宝的敏感性。敏感的宝宝对疼痛的

感觉比其他宝宝更强烈，家长不应该在他们哭时进行呵斥，应该更理解、体谅和鼓励他

们，让他们学会坚强地面对疼痛等。

● 听到宝宝哭后可以稍微等一下，判断宝宝哭是出于什么原因，然后再去处理，不

要不管什么情况都立即去满足宝宝的需求。

● 鼓励宝宝用语言替代哭闹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比如，在宝宝饿时可以教宝

宝指着饭说“饭饭”；在宝宝能够用语言而不是哭闹表达需求的时候，及时表扬和鼓励，

增加宝宝表达的信心。

小孩子常常哭泣是不好的，我们应当设法把它免除才好。

——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陈鹤琴

心 视 界

名 言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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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心理十万个为什么 

宝宝喜欢面对面说话，为什么？

小宝快 1 岁了，他很喜欢面对面地坐在爸爸妈妈的腿上，听爸爸妈妈说话。每

当爸爸妈妈这样跟他说话时，小宝的眼睛总是变得格外明亮，只见他紧紧盯着爸爸妈

妈的脸，聚精会神地听着，很容易就笑起来。有时候他还会边听边用手摸爸爸妈妈的

脸，表现出一副享受的神情。

宝宝出生后，他们的眼睛就开始“工作”

了。宝宝在看身边事物的过程中，除了会感知

事物的形状、大小、颜色等特征之外，还会筛选

出他们喜爱和感兴趣的事物，继而投以更多的注

视。这种区别看待事物的表现叫作“视觉偏好”。

而在他们喜欢看的事物中，人脸持续“榜上有

名”，如故事中的小宝面对父母的脸庞如此兴致

勃勃。这种现象可称为“面孔偏好”。

尽管婴儿早期的视敏度和视觉对比敏感性

尚未发展起来，但是他们已经能分辨面孔与其

他事物的差别。同时，与其他刺激相比，婴儿更喜欢看人的面孔图像，喜欢与人面对面

地互动。心理学家认为，婴儿之所以能够这么早就辨别不同人的面孔并产生偏好，既有

先天的种系进化和遗传的影响，又有后天环境的作用。

一方面，面孔传达了多种社会交流信息，识别面孔具有重要的进化意义，因此，儿

童心理学家认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面孔识别的机制已储存在人类的基因中，即在

小宝快 1 岁了，他很喜欢面对面地坐在爸爸妈妈的腿上，听爸爸妈妈说话。每

当爸爸妈妈这样跟他说话时，小宝的眼睛总是变得格外明亮，只见他紧紧盯着爸爸妈

妈的脸，聚精会神地听着，很容易就笑起来。有时候他还会边听边用手摸爸爸妈妈的

脸，表现出一副享受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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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喜欢面对面说话，为什么   ？

婴儿学话更喜欢看嘴唇

心理学家戴维·莱夫科维奇曾观察了 1 岁之前的母语为英语的婴儿分别看别人说英语或

西班牙语时的注视行为。结果发现：当说话者说的是婴儿的母语即英语时， 4 个月的婴儿更

多时候看着说话者的眼睛，6 个月的婴儿看说话者的眼睛与看说话者的嘴的时间差不多，8

个月和 10 个月的婴儿更多时候看着说话者的嘴，12 个月的婴儿更久看说话者的眼睛；而当

说话者说的是婴儿的非母语即西班牙语时，12 个月大的婴儿也和其他婴儿一样，更多时候看

着说话者的嘴。戴维·莱夫科维奇认为，盯着说话者的嘴唇是婴儿学习如何发出他们听见的

声音的方式。

出生时大脑中就有特殊的面孔识别机制，这些机制在婴儿早期引导他们在众多刺激中分

辨出面孔；另一方面，在出生后，随着面孔刺激经验的累积，婴儿逐渐产生对面孔的持

续关注，在大脑中形成了相应的神经中枢，产生了“面孔偏好”。

除了视觉，听觉也是大脑获得信息的重要通道。早在胎儿期第 6 个月的时候，宝宝的

听觉系统就已发展起来。在照料者与婴儿面对面交流时，婴儿不仅能看到照料者表情丰富

的面孔，还能听到从照料者嘴巴发出的丰富语言。虽然婴儿还不会回答，但婴儿开始逐渐

整合听觉信息与视觉信息。同步的、饱含丰富情感的动态语言，为婴儿已倾心的静态面孔

更增添了很多魅力。因此，对婴儿来说，和照料者面对面的说话变成了那般令人欢喜的事。

面对面说话是增强父母与宝宝的情感联结的一种重要方式。在面对面说话过程中，

宝宝也会模仿他人的表情、说话的语音语调等，逐渐习得情绪表达和语言表达的方式。

因此，恰当的面对面说话能促进宝宝情感的表达和语言的发展。为了给宝宝创造一个良

好的对话环境，充分发挥面对面说话的作用，家长可以参考以下几点建议。

● 多与宝宝说话，不管宝宝是否能听懂。交流时，尽量保持与宝宝平视，如蹲下来

或弯下腰使自己与宝宝面对面，引发宝宝的交流兴趣。

● 交流时尽量做到句式简短、语速缓慢、语音清晰、语气温柔，让宝宝能清楚地听

到自己说的话，吸引和保持宝宝的听觉注意力。

● 每次对着宝宝说完一句话就可以停顿一下，用充满爱意和期待的眼神看着宝宝，

当宝宝有所反应时，立刻做出积极的回应，增加亲密的情感交流。

面部可以表达大量我们用于引导社会交往的信息。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琳达·杰弗里

心 视 界

名 言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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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口齿不清，为什么？

幼儿园中班的晨晨懂事乖巧，但幼儿园老师发现晨晨有个问题，就是经常说话含

混不清。她说的话大家经常听不太明白。比如，她对老师说：“老机（师），咔（他）

扛（抢）我的积木！”起初，老师以为晨晨只是说话有些撒娇，后来家长带她去医院

检查，才发现晨晨存在发育性言语迟缓问题。

3 ～ 6 岁是宝宝掌握母语发音的黄金时期。一般情况下，宝宝的发音会随着年龄增长

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与发音器官的成熟及练习有关。但是，也有个别宝宝发展缓慢，在

同龄宝宝已能清楚地说话的时候，他们仍发音含糊，让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即使家

长纠正过好多次，有的宝宝仍说不好。口齿不清阻碍了宝宝正常的社会沟通，不利于宝

宝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

幼儿园中班的晨晨懂事乖巧，但幼儿园老师发现晨晨有个问题，就是经常说话含

混不清。她说的话大家经常听不太明白。比如，她对老师说：“老机（师），咔（他）

扛（抢）我的积木！”起初，老师以为晨晨只是说话有些撒娇，后来家长带她去医院

检查，才发现晨晨存在发育性言语迟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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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口齿不清，为什么   ？

宝宝口齿不清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生理缺陷、心理因素及社会环境因素。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宝宝发音不清晰可能是由生理结构异常造成的。口齿不清的

生理结构异常主要是指发音器官的构造或感知异常。发音器官的构造异常包括上前齿异

常突出，超过下牙齿，使得说话时上下唇难以接触，还包括舌系带（俗称舌筋）过紧或

过短、唇胯裂、咬合不正等。发音器官的感知异常，如口腔感受过于敏感或迟钝，过于

敏感是指非常排斥异物进入口腔，而迟钝常表现为容易不自觉地流口水，这些会妨碍宝

宝有效地运用口腔肌肉。除此之外，发音不清的宝宝也可能存在听觉器官缺陷，听力问

题会阻碍宝宝接收声音刺激，不能准确分辨语音，进而造成发音不准。

其次，宝宝口齿不清有可能是由智力发育迟缓或退缩等心理原因导致的。智力发育

迟缓的宝宝可能存在语言发育落后的问题，开始说话的时间较晚，发音也不清晰，通常

还伴有认知、动作等方面的发育迟缓，如对外界反应迟钝、运动发育晚等。而有的宝宝

可能过于害羞，对于在其他人（尤其是大人）面前说话感到很大的压力，不敢说话，说

话时习惯性地不把嘴巴张开，由此影响了正常发音。

最后，不能忽视的是，宝宝成长的语言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宝宝的发音。比如，如

果家长本身就有发音不准的问题，那么宝宝不能轻松地习得准确的发音，因为家长没有

为宝宝提供良好的发音示范。此外，家庭中的照看者对宝宝说两种或以上的语言或方言，

也会给学说话的宝宝造成困惑或干扰。

家长都希望有一个口齿伶俐的宝宝，希望宝宝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与人进行

正常的沟通。面对口齿不清的宝宝，家长应该采用正确的方法。下面提供几点建议。

● 及时发现。2 岁以下的宝宝发音不是很清楚，没有很大的问题，但一般 3 岁宝宝

的发音应比较清楚了。如果这时候宝宝仍经常发音含糊，家长应加以注意，避免耽误矫

正时机。

● 生理检查。当宝宝口齿不清时，家长应带宝宝去医院做全面的检查，如检查口腔

与舌、检查听力等，看宝宝是否存在生理上的异常，如果有就及时让宝宝接受治疗。

双语学习

在宝宝出生后的第 2 ～ 3 年中，双语家庭宝宝的语言习得能力会比单语家庭宝宝的语言

习得能力发展得缓慢一些，但是到了 4 岁或 5 岁时，双语家庭的宝宝不仅能够赶上单语家庭

的宝宝，还能掌握两种语言。对此，一些研究者指出，虽然刚开始时宝宝语言发展慢，但既

然后来两种语言宝宝都能说得好，那么从一开始家长就应当自然地对宝宝使用两种语言，不

过他们建议，一个家长始终说一种语言，另一个家长始终说另一种语言。

心 视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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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识地纠正。家长可针对宝宝发音问题，准备一些有这类发音的实物图片，和

宝宝一起看图片，练习发音。示范的时候要发音清晰、语速缓慢，让宝宝多看示范者的

嘴型，保持耐心。如果宝宝羞于开口，要多多鼓励、表扬。

● 丰富语言环境。经常与宝宝进行交流或进行游戏，刺激并保持宝宝对语言的好奇

心和敏感性。教宝宝说话时，尽量使用同一种语言，并保证发音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假如一个人考虑到人类语言的魅力，那么他就必定会承认一个没有掌握正确口语的人是

低级的、不完美的；如果不特别注意完善口头语言，就很难想象教育的美学观念。

——意大利幼儿教育学家蒙台梭利

名 言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