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前，网上出现一对父母生了
二孩后，与父母分床睡了两年的 9
岁大孩突然开始拒绝自己睡，也不
想上学的报道。有时她像个受了惊
吓的小猫， 时刻想往妈妈怀里躲；
有时她更像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不停地要求妈妈“抱抱”“亲亲”。孩
子这种行为在医学上被称为行为

“退化”。 为什么孩子会行为 “退
化”？“退化”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孩
子“退化”，父母又该如何应对呢？

行为“退化”是心理问题
从心理角度来讲，行为“退化”

是指人们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或

挫折时，他的思维、情绪和行为方
式会倒退到心理发展的早期阶段，
行为表现突然变回了幼儿甚至婴

儿的时候，从而满足自己的某种心
理需要。这种机制可以发生在孩子
身上，也可以发生在成人身上。

孩子出现行为“退化”，父母不
及时干预的话，会影响他们的心理
发育发展。心理专家表示，每一个年
龄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要学习成

长的议题，当孩子的生理年龄一直
增长，可是该学习的本领没有学，孩
子就跟不上成长的步伐了。入学后，
可能会出现孩子适应不了的挫折、
困难，甚至是障碍，一旦遇到超出他
们心理承受能力更大的挫折时，有
的孩子就会出现行为“退化”。长此
以往，对孩子的认知、人际交往等都
会造成心理发育上的影响。

孩子出现行为“退化”，可能存
在获益性。原本一个已经有自理能
力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无法
应付的问题时,突然撇弃已经学会
的行为方式，退回到更小时候的状
态，用早期生活、说话的方式，让父
母再次照顾、喂饭、穿衣等，这些现
象可能是为了寻求父母的关注，获
取情感需要。出现这种现象，可能

和父母忽略他们有关，也可能和父
母之前的过度关注后突然减少有

关。一些父母生了二孩后，把关注
更多地放在了更小的孩子身上，对
于大孩，尤其是已经有自理能力的
大孩，父母会觉得他们可以自己照
顾好自己， 又加上父母的精力有
限，容易忽略掉他们成长中其他的
心理需要。时间一长，大孩就可能
会用行为“退化”来告诉父母，自己
还是个孩子，也需要父母的关爱和
呵护。孩子寻求父母的关注是生理
需要，也是他们的情感需要。有的
家庭增加新成员时，父母没有及时
给大孩一些心理上的“铺垫”，大孩
看到父母对弟弟或妹妹的全身心

照顾后，认为和弟弟妹妹一样的话
就会让父母的关注又能回来了，行
为上就会“退化”。

孩子换着带，容易出问题
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三种情

况，孩子也可能会行为“退化”。首
先，养育方式不一致的孩子。现在，
很多父母上班忙，孩子白天都由长
辈带，晚上才是父母带。父母和长
辈的带娃方式不一样，有的长辈没
有考虑到，甚至没有尊重到孩子每
个阶段成长发展的需要，还用幼儿
或婴儿的方式养育他们，可能会导
致孩子行为“退化”。有的孩子在父
母的教育下， 刚刚学会独立自主。
可是， 白天被溺爱的长辈们包围
着，独立自主的行为被“打压”，可
能就会出现“退化”。长辈们对孩子
都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
怕化了”，有的长辈心疼孩子，看到
孩子自己穿不上衣服，可能就帮忙

穿衣，有的长辈是个急性子，看到
孩子自己吃饭比较慢，可能就直接
喂饭。孩子自己学习吃饭、穿衣等
需要花费时间练习，带他的长辈把
这个学习的时间压缩了，孩子白天
无法独立自主， 晚上回到父母身
边，又只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了。其次，遇到学业压力或人际关
系压力的孩子。 孩子上小学后，人
际关系增加了， 也要完成学业任
务，有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不足以
支撑学业和人际关系带给他们的

压力时，他们就会利用行为“退化”
来逃避。最后，父母能力不足。有的
孩子 “退化”， 是维持了父母的功
能，孩子认为“退化”后行为幼稚，
父母做“父母”就是匹配的。一方面
父母能力不够，让孩子向上发展显
得不切实际，另一方面孩子想往上

发展，父母担心学坏，压制孩子无
法成长，这时候，孩子可能会停滞
不前，也可能会“退化”。

四招对付孩子“退化”
对于父母应该如何应对，可以

从下面这些方法上取取经。第一，有
二孩的家庭，父母要给大孩建立身
份。孩子也不会因为成为哥哥或姐
姐，就失去了父母的关注和关爱，父
母要告诉自己，不仅要关注二孩，而
且还要教会大孩成为哥哥或姐姐。
同时，父母也要关注他们成长发展
的议题。每个年龄段，孩子的发展议
题是不同的，父母需要学习。第二，
由长辈带孩子的家庭，父母要与自
己的父母做好沟通。孩子出生后，父
母需要了解孩子各个年龄段的心

理发展的议题。孩子到了幼儿期，要
学习本领的时候，不管是父母还是
长辈都要给孩子成长发展空间。在
这个过程中，父母要调整和长辈的
关系。如果两辈人的养育方式不同，
父母需及时和长辈们交流。第三，让
孩子适应现实。有的父母发现孩子
“退化”后，直接训斥他们，这样只会
出现反作用。孩子不可能永远在父母
的保护下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
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各种各样的事，
压力和挫折也会接踵而来。当孩子出
现行为“退化”时，父母需要陪伴并
且有效地帮助孩子。 父母给予孩子
指导和帮助， 增加孩子的自信心。
第四， 父母也在学习做 “父母”。
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会做父母， 他
们也处在学习阶段。 父母是什么样
的人比父母做什么更重要， 父母毕
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做不
好榜样， 孩子必定受到影响。

此外， 孩子行为 “退化”， 对
父母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它的
出现像一盏警示灯一样， 是提醒
父母要注意和重视了。

■■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 庞震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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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服用叶酸能够预防胎

儿脑神经发育畸形、先天性心脏
病 、兔唇等畸形 ，还有预防巨幼
红细胞性贫血的作用，是女性孕
期预防类用药， 正因为如此，我
们必须对其有较为全面的解了。

叶酸该服用多少剂量？
准备怀孕的女性，每日补充

0.4 毫克叶酸或叶酸含量每日
0.4mg 的复合维生素， 即可达到
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的目的。如
果是曾经生育过神经管缺陷畸

形儿的孕妇，就需要在医生的指
导下，提高叶酸的服用量。

当然，叶酸的服用量也并非
多多益善。如果长时间大剂量服
用叶酸， 会干扰人体锌的代谢，
导致缺锌，缺锌不仅影响孕妇的
健康 ，导致免疫力下降 、加重食

欲不振等妊娠反应，而且也会影
响胎儿的生长发育。 大家切记，
叶酸一天最多不要超过 1 毫克。
另外 ，现在也有报道认为 ，超量
摄入叶酸或可导致儿童自闭症。

叶酸该服用多长时间？
应该说， 每天补充 0.4 毫克

的叶酸是非常安全的，即使长期
服用也不会产生不良反应。按中
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营养膳食
指南 》的建议 ，补叶酸最迟应该
从孕前 3 个月开始，最好一直持
续到整个孕期结束 。所以 ，如果
没有放弃怀孕的打算，就可以继
续补叶酸。

意外怀孕者如何服用叶酸？
胎儿神经管分化多发生在

孕后 2～4 周 ， 因此 ， 早期补充

叶酸相对重要 。 当然 ， 这并不
是说没有服用叶酸 ， 就一定会
导致胎儿畸形 。 怀孕的最初 3
个月最有补叶酸的必要 ， 如果
意外怀孕 ， 应该从确认怀孕之
日起立即开始服用叶酸片。

准爸爸也要补充叶酸吗？
叶酸是 DNA 合成的必需物

质。 如果准爸爸体内缺乏叶酸，
精子的活力会下降 ， 所以 ， 准
爸爸补叶酸也是有好处的。

如何正确选购叶酸？
叶酸属 B 族维生素 ， 绿色

蔬菜里富含叶酸 。 补充叶酸是
从国外传入的做法 ， 那是因为
外国人的饮食以肉类为主 ， 而
叶酸却以绿叶蔬菜为源 。 因此
以往在我国基本不存在叶酸缺

乏的问题 ， 但近年来我国很多
民众的饮食习惯也悄悄发生改

变， 越来越 “西化”， 这就会引
发叶酸缺乏 。 所以 ， 叶酸并不

是什么高科技产品 ， 就是普通
维生素 ， 价格昂贵的那些 “高
档 ” 商品大部分都是噱头 。 正
常价格应该在 10 元左右一盒。

叶 酸 的 秘 密

孩儿出现“行为退化”，家长该注意啥?

许多备孕女性经常会因如何正确服用叶酸

而感到烦恼， 那么， 叶酸究竟该怎么吃？ 什么
时候开始吃呢？ 今天我们邀请妇科专家和您聊
聊大家最为关心的———

■ 广西南宁市人民医院 李艳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