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对孩子的正常管教?

什么是对孩子的正常管教?

对孩子正常的管教包括所有能教育引导孩子培养自我

控制以及符合社会规范行为的方法。与体罚相反，管

教不会对孩子造成身体上或心理上的伤害。正常的管

教是父母和孩子关系的一部分。

正常的管教

• 可以教 孩子学习自我控制

• 其特征是相互间的尊重和信任

• 其基本信念是孩子在得到尊重或对事情更明

白的情况下自己会希望改善

• 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孩子培养自我控制能力并

能和其他人正常负责地交往

正常的管教和惩罚有什么区别? 有效的管教毋需使用肉

体惩罚。

成年人对孩子的期望应该与孩子的年龄和心智发展阶

段相符。管教孩子时一些好的措施包括:

• 对正确的做法进行鼓励

• 表扬

• 以身作则

• 固定的规矩和规律

• 设定和维持行为的规限

• 符合实际的期望

• 巩固和贯彻

• 语言和非语言的暗示

• 类似球赛中'罚下场'的冷处理

• 合乎逻辑的后果

• 努力解决问题

孩子如果得到成年人的支持，得到成年人的尊重和容

忍，那他/她就能学会自我管制。

如果你需要帮助，请电

(613) 747-7800

渥太华儿童保护会 (613)747-7800

资料来自London和Middlesex地区的儿童保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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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

什么是惩罚?

惩罚是针对孩子的错误行为，为改变他们行为而

采取的的制裁。

惩罚结合了控制，武力和肉体上的痛苦来使孩子

举止得体。其特征是外来的管教控制，有时会带

有武力或强迫。

惩罚的一些例子如下:

• 拳打，脚踏，抓住孩子晃动，用力打屁

股或打耳光

• 向孩子扔有可能导致伤害的物体

• 威胁孩子会对他/她造成身体伤害

• 把孩子关在封闭的空间中

• 不给孩子提供基本的需要(例如食物)

 

为什么不应该惩罚孩子?

体罚孩子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严重的伤害，例如身

体伤害，永久性的伤残甚至死亡。同时体罚会引

发孩子以后情绪上的问题。许多幼年受过体罚的

孩子成年后对待他们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也很粗

暴。

儿童保护会对使用体罚采取什么态度? 渥太华儿

童保护会反对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使用任何形式的

惩罚。我们倡导有效的父母教育来替代肉体惩

罚。

过度使用体罚会引起别人向儿童保护会举报，儿

童保护会可能会因此介入并调查具体情况。

如果你需要帮助，请电

(613) 747-7800

渥太华儿童保护会 (613)747-7800

资料来自London和Middlesex地区的儿童保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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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的孩子讨论什么是性虐待 

向孩子灌输安全意识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自己

也要了解如何确保我们的孩子和社区的安全。你和你的

家庭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以防止你的孩子遭受性虐

待。

成年人需要学习，教会别人并贯彻以下的措施

试着和别的成年人讨论性虐待这一难以启口的

话题

教孩子说身体各部位的名字，让孩子了解自己

的身体以便能在需要时向大人报告性虐待或提出关于性

虐待的问题

告诉孩子什么是正常的触摸和不合适的触摸。

告诉孩子如果任何人，不论是家庭成员，朋友或其他人

触摸他们的私处的话，一定要告诉你。

告诉孩子保守关于触摸行为的秘密是不对的。

资料来源…STOP IT NOW, MA

成年人应当承担保护孩子的责任

关注任何孩子受到性虐待的迹象，许多孩子，

尤其是小孩子，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受性侵害。

告诉孩子他们说”不”的意愿是会得到尊重的，

不论是在玩耍，呵痒，拥抱或亲吻时。比如，要是你的

孩子不想亲吻你的一个亲戚或家里的朋友，就让他只握

握手好了。

所有家庭成员在更衣，洗澡，睡觉或进行其余

个人的活动时，隐私权应得到尊重。如果有人不尊重别

人的隐私，成年人应该清楚无误地说明家庭里的规矩。

举报任何你所知道的或可能存在的性虐待。如

果不加以制止，性虐待行为是不会自己停止的。

渥太华儿童保护会 (613)747-7800

资料来自London和Middlesex地区的儿童保护会

•

•

•

•

•

•

•

•

Talk to your child about sexual abuse - Chinese
The Children’s Aid Society of Ottawa



家长和孩子之间融洽和谐的关系是帮助孩子建立良好

行为标准的重要基础。

有助于鼓励良好行为的方法有

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进行正面的鼓励(拥抱和

表扬)远比在孩子做错时批评处罚有效

不要过分计较小错误，只在问题严重或孩子

可能有危险时再介入。孩子如果每时每刻都受批评就

有可能会听不进意见。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总也做不

对，自尊心会受影响。

让孩子明白什么是备受期望的行为，什么是

可以接受的行为。鼓励并强调备受期望行为。

行之有效地教育孩子的基础是清晰的沟通交

流。如果孩子没有听到或没有听明白我们讲什么，他

们就无法去照我们的要求做。因此，吸引孩子的注意

力，传递的讯息要简短精确。

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需求。成

年人需要根据孩子的个性和需要做出适应。尽量不要

在孩子面前将他/她与别的孩子做比较，还要注意在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从孩子身上学习。没有哪个孩子能一

直做到中规中举，作为成年人，我们有责任引导孩子

从错误中学习经验并让孩子从我们的表扬里体验到乐

趣。

资料来源…EPOCH NZ网站

父母教育孩子的准则及期望要灌彻始终。

渥太华儿童保护会 (613)747-7800

资料来自London和Middlesex地区的儿童保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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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孩子的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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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打孩子    

打孩子是一种不必要的体罚。在孩子不同的年龄阶

段，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能帮助他们建立责

任感，并认识到错误行为的限度。体罚或許可以暂

时阻止孩子的错误行为，但长远来看会对孩子的身

心发展有不良影响。

体罚并不能教育孩子如何举止得当。教育孩子最好

的办法是让他们明确地了解大人对他们的期望，尊

重爱护他们，并在他们做对的时候夸奖他们。

孩子通过模仿来学习。当孩子看到大人通过打人来

宣泄愤怒及控制他人，他们也会学打人。

情绪失控不能成为打人的理由，但大人常常会在生

气或失控时打孩子。如果一个成年人不能因为失控

打另一个成年人，成年人同样不能借口因为失控而

打孩子。

严厉的体罚会给孩子的未来带来许多问题。体罚越

严重，孩子成长过程中就越可能出现以下的问题:

• 自尊心低

• 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

• 精神问题

• 暴力行为

渥太华儿童保护会 (613)747-7800

资料来自London和Middlesex地区的儿童保护会

Reasons not to spank children
The Children’s Aid Society of Ott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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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的孩子聊天

和你的孩子聊天并倾听他们讲什么。

有效的父母子女交流可以帮孩子建立自尊，为他们与

其他人形成友爱互助的关系打好基础。保证交流的畅

通，主动聆听孩子想说什么...

• 和孩子说话时使你的头和孩子的头处在一个

高度

• 用孩子可以明白的单词和短句

• 尽量不要讲述太多的意思

• 复述孩子的话以确保你听懂了

• 明确并始终如一的告诉孩子你希望他们如何

做

• 保证你的肢体语言和你所说的意思一致

鼓励你孩子提出问题… 

• 你自己讲话意思要完整明确

• 全心关注你的孩子，保持目光的交流以加强

沟通效果

• 没有完整听完孩子讲什么以前不要就开始思

考如何回答

• 教孩子不要打断别人讲话且自己要以身作则

• 不要只问些简单的是否问题，多问些什么，

为什么，如何之类的问题来激发讨论的兴趣

• 关注孩子的肢体语言，并也用肢体语言来回

应，就像和朋友交流一样。

鼓励孩子承担责任…

• 尽量允许孩子自己解决问题

• 让孩子回答一些他们自己的问题

• 不要和孩子一起做他/她能独立完成的事情

• 鼓励孩子有冒险精神

• 表扬他们的进步

• 鼓励孩子说出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并予以考虑

• 允许孩子犯错误

• 帮助孩子做比较并考虑可能的后果

• 让孩子知道你的支持

• 给孩子增加责任

• 用微笑和拥抱赞扬孩子

渥太华儿童保护会 (613)747-7800

资料来自London和Middlesex地区的儿童保护会

Talk to your child - Chinese
The Children’s Aid Society of Ottawa



千万不能摇晃婴幼儿

照顾婴幼儿是很大的责任

• 也许你的婴儿总是哭，你怎么也找不出原因

• 也许你已经累得快趴下了

你可以心烦意乱，但千万不能摇晃婴幼儿。摇晃婴幼

儿可能会导致死亡!

婴幼儿什么时候哭? 婴幼儿通常有需要时就哭，正常的

婴儿会因为以下的原因哭

• 饿了

• 累了

• 身上湿了

• 觉得不舒服

健康的婴儿一天共能哭上两到三小时。有夜啼症的孩

子甚至会整天哭。有时你的婴儿可能只是想被抱起

来。

你可试着:

• 给婴儿一瓶晾凉的开水

• 轻轻地揉婴儿的腹部

• 给婴儿一个橡皮奶嘴，吸吮让婴儿感到舒服

• 将婴儿紧抱在胸前左右走动轻摇，让婴儿能

感觉你的心跳

• 带孩子出去散步呼吸点新鲜空气

• 和婴儿说话或给婴儿唱歌

• 将婴儿包裹在柔软的毯子里

• 如果情绪低落就和朋友或亲戚谈谈，看看他

们能否临时帮帮你

如果婴幼儿不管父母如何做却老是哭闹，即便是最耐

心的父母也会觉得紧张或生气，可能甚至想摇晃婴儿

或打婴儿…，如果你有这种念头，把婴儿交给别人看

片刻或如果周围没别人能帮你，先把婴儿放摇篮里。

你如果觉得生气或情绪低落是正常的，但一定不能把

气出在婴儿身上。

如果你需要帮助，请电(613) 747-7800

渥太华儿童保护会 (613)747-7800

资料来自London和Middlesex地区的儿童保护会
Never shake a baby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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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提供托儿服务或当我不在时帮我看孩子? 

把孩子托付给别人看时，照顾孩子的责任就从父母

或孩子的监护人身上，转给了照顾孩子的人。如果

想圆满照顾孩子，所有人都需要参与计划安排和安

全事项。

父母一定要保证所托之人能够承担该责任并保证孩

子的安全。

谁能临时照看孩子? 

成年人或11岁以上的孩子，如果他们有能力照顾孩

子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负起责任，就能临时照看

小孩子。

让10岁以下的孩子照看自己的弟弟妹妹或其余小孩

是违法的。我们建议只允许12岁以上孩子照看别的

孩子。

如果你白天或晚上整段时间都要上班，你上班时可

能需要花钱雇人替你看孩子。除此之外，还有其它

途径可供选择，比如送孩子去一个有营业执照的托

儿所，家庭托儿所，幼儿园，或随来随用的托儿

所。你也可雇人来家中看护孩子。如果需要找你居

住范围附近的人照顾孩子，在电话本黄页上查找

"Day Nurseries"或"Day Care"即可，也可在当地报

纸的分类广告版查看"Employment Wanted"栏目。

对低收

入家庭政府提供托儿补助。

渥太华儿童保护会 (613)747-7800

资料来源，加拿大政府公民和移民部，多伦多市

Who can babysit or watch my child for me while I am away? 
The Children’s Aid Society of Ottawa

 - Chinese



和青少年谈话能让人耳目一新或茅塞顿开，和青少年子

女聊天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和他们谈

话时通常身边上都有别人...，所以最好能找时间单独和

你的青少年子女谈谈，在他们的周围没有他们的兄弟姐

妹或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听清楚他们在讲什么，同时也要弄清楚他们没有

讲出来的意思。有效的沟通交流是健康和睦关系的基

础。

一些给父母的建议窍门...

青少年阶段的子女需要得到尊重

成年人应该尊重自己的青少年子女，同样也

该得到子女的尊重

成年人应该尊重自己子女的朋友

千万不要在子女的同龄朋輩面前贬低轻视他

们

想想你是否经常询问自己青少年子女问题，

并寻求他们的意见

青少年发育阶段最大的问题之一是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

开始变得针锋相对。父母应该意识到这种针锋相对无非

是青少年希望能和成年人平起平坐...父母和子女应该一

起寻求解决办法。

... 青少年阶段是成人阶段的准备过程，他们需要时间和

空间来学习。

...成年人需要判断怎样平衡给予孩子的自由度和独立，

并决定什么时候应该干预

渥太华儿童保护会 (613)747-7800

资料来自London和Middlesex地区的儿童保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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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to your teen - Chinese
The Children’s Aid Society of Ottawa

和你的青少年子女谈话 



我什么时候可以把孩子独自留在家里？ 

《儿童与家庭服务法案》(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Act) 未规定儿童可以独处或者儿童可以
监管或照顾其他儿童的年龄。该法案认为不能仅
根据年龄来判断儿童监管是否得到充分保障。

您如何了解孩子是否能够独处？ 

法案规定：让 16 岁以下的儿童独处时，监护人
必须提供在当时情况下合理的看护或监管。看护
儿童可能包括若干事项。例如，孩子是否学习了
针对 10 岁及以上儿童的“独自在家”课程？  
在需要时，父母或可信任的成年人是否能很容易
地为儿童提供帮助？其他考虑事项应包括：

  *儿童的发育水平
  *儿童的能力水平
  *儿童的沟通能力
  *儿童将在一天中的哪个时段独处
  *儿童将要独处的时长
  *家庭和社区安全吗？
*儿童知道在紧急情况下该做什么吗？

根据刑法规定，任何人如果非法遗弃或未保护 
10 岁以下儿童，致使其生命受到或可能受到威
胁、健康遭受或可能遭受永久性伤害，均属犯罪
行为，可被判处最高五年监禁的处罚。
如果您不确定是否可以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请
咨询我们的电话服务部门。您不必自己确定。 

Home alone - Chinese
The Children’s Aid Society of Ottawa

独自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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