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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过于依赖母亲，便会失去成长和成熟的机会

如何避免把孩子养成“妈宝男”
“ 妈 宝 男 ”是 当 下 网 络 流 行 词
语。根据知乎网友们的定义，
“妈宝
男”一般指在妈妈的溺爱下长大的
男人。他们非常听妈妈的话，什么
事情都要问妈妈的意见，表面看是
孝顺，实际却是懦弱，没有主见，缺
少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没有责
任心。
在网友列举的几种不能嫁的男
人中，
“ 妈宝男”与“出轨男”
“ 家暴
男”并列其中。由于“妈宝男”在婚
姻中不会去体谅妻子，不会分担家
务，不懂得规划生活，婚后仍然让妈
妈干涉自己小家庭的决策，例如经
济支出，育儿方式等，因而会导致婚
姻关系出现严重问题。
“妈宝”的概念对于部分女性也
同样适用，有些被父母宠坏了的女
孩，对妈妈过于依赖，不会独立生
活，没有自主思想，也被叫作“妈
宝女”
。
“妈宝男”是否与原生家庭教
育有关？哪些不良的养育方式容易
造就男生形成“妈宝”的性格特
点？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

“妈宝男”与儿童成长
陈祉妍说，
“ 妈宝”的性格特点
可以从儿童成长中找到原因。儿童
会在成长中逐渐走出自我中心，越
来越能够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感
受和需要，也越来越能够理解各种
社会规范。
然而，心理的成长需要恰当的
养育环境。健康的家庭结构与秩序
是保护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要素。
其中不可忽视的是父母之间亲密的
感情联系。如果夫妻关系出现严重
问题，女性可能会把对丈夫的情感
投射到孩子身上，会把在丈夫那里
得不到满足的情感需求转向孩子。
于是孩子被母亲放到了最重要的位
置，而丈夫则位居其次。在这种情
况下，孩子仿佛拥有了特权，缺乏管
教和引导，进而对社会规则的遵从
和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都会出现偏
差，成长也会出现问题。
陈祉妍解释说，一个人在成长
中，需要意识到自己是既有优点又
有缺点的一个综合体，是这个世界
上的普通人，才能完成走向成熟的
过程。但是迈向心理成熟的这一
步，对于“妈宝男”来说会很困难。
在家庭这个小环境里，因为有母亲
的呵护，
“妈宝男”会感觉如鱼得水；
但是当他步入社会时，就会感到困
难重重。

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培养出
“妈宝男”
“妈宝男”的形成与原生家庭
有很大关系。最常见的情况是，
夫妻感情存在问题，女方在工
作、爱情、精神生活和孩子的关
系之间出现失衡，把生活中的很

孩子不够用功时，他们会批评孩子：
“我小时候想学钢琴，但没有条件，
你现在有条件还不好好珍惜。”这其
实就是家长内心嫉妒孩子的情绪。
“所有的亲密关系里都有各种
复杂的情绪，包括各种消极的情绪，
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陈祉妍说。
陈祉妍指出，爱和管教兼顾，对
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过分
溺爱会让孩子变得自私，以自我为
中心，没有爱别人的能力；而对孩
子管教过于严厉，完全不允许孩子
有自己的判断和意愿，孩子在长大
之后很可能变得没有主见，缺乏责
任心。

每个人都需要迈出独立的一步
家长给孩子的健康的爱是既有关怀和照顾，也有管教和引导。
大权重放在孩子身上，孩子成了
全部寄托。母亲的角色压过了女性
的其他角色，女性的愿望和感情不
是通过自己的生活，而是通过孩子
去实现和满足。
此外，还有部分女性在养育孩
子的过程中，把所有情感和期望都
倾注在孩子身上，对孩子缺乏全面
的认识，对孩子的发展干预过多。
这类母亲在潜意识里或多或少都
会希望孩子永远依赖自己，因为
她们依赖于从孩子和自己的亲密
关系中获得满足，会跟孩子在情
感上有着强劲的绑定。当孩子过
于依赖母亲，便会失去成长和成
熟的机会，也就不能够真正独立地
去面对世界。
陈祉妍指出，家长对孩子寄予
积极的期望，在很多方面给予孩子
关心和帮助，重视与孩子有深厚的
情感，这些都是正常的行为。但家
长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能因
为孩子而失衡。生活里不能只有
孩子，还需要有其他重要的人，
比如自己的父母、亲密的朋友
等。即使是单亲家庭，家长也应
该意识到，孩子不是自己生活中唯
一重要的人。
此外，家长还需要把自己的人
生问题与孩子区分开来，不要用孩
子取得的成就去弥补自己的人生遗
憾，也不要用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去
弥补自己人生中的情感缺失。
“比
如，当婚姻关系出现问题时，家长需
要做的是处理婚姻关系，或是修补
自己的婚姻，或是结束一个不幸的
婚姻，追求另外一段感情，而不是把
自己没有被满足的情感需要转嫁到
孩子身上。家长需要首先认识到自
己的人生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去面
对和处理这些问题。即使没有找到
好的处理方式，也要清楚地认识到
是哪部分出现了问题，不要假装看
不见，回避这些问题，然后试图用孩
子的成长以及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去
填补自己人生其他方面的缺憾。”陈
祉妍说。

溺爱的背后是恐惧
好的养育方式，是家长给予孩
子健康的爱。
什么是健康的爱呢？陈祉妍
说，健康的爱就是爱和管教兼顾，对
孩子既有关怀和照顾，也有管教和
引导，
两方面缺一不可。
然而在现实中，有些家长难以
平衡爱和管教的关系，或是对孩子
过分溺爱，或是管教过于严厉。陈
祉妍告诉记者，家长对孩子过于溺
爱，只满足孩子的需要，而对孩子
没有管束和控制，其行为根源并非
是对孩子爱得过分，而是出自某种
恐惧。“比如，孩子小时候生过重
病或者面临过生命危险，于是家长
降低了养育期望，觉得只要孩子活
着就好，开心就好，这其实是因为
家长对过去的恐惧还没有消化；还
有的家长担心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
家长，出于内疚，或是对自己的怀
疑 ，不 敢 做 任 何 让 孩 子 不 高 兴 的
事。”陈祉妍说，
“出于类似的种种原
因，我们有时会看到家长对孩子溺
爱的表象，看到孩子很能折腾，一旦
要求不被满足，就会大发脾气，而父
母却会容忍孩子乱发脾气。这其实
是因为父母内心感到恐惧，他们对
自己的家长身份不自信，对自己能
否教育好孩子有着担忧和怀疑。”
与溺爱孩子的父母相反，还有
一些父母对孩子管教过分严厉。陈
祉妍分析，这些家长有的是自己的
情绪控制有问题，生活和工作中的
压力让有些家长产生了挫败感和愤
怒感，而他们会通过管教孩子去释
放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有些父母
则是因为内心对孩子怀有嫉妒、愤
怒等负面情绪，但又不能直接表达
出来，也不能自己消化掉，于是会借
管教之名发泄出来。陈祉妍指出，
嫉妒孩子，是父母经常会有的正常
的心理现象，因为孩子拥有很多父
母不曾拥有也不可能再拥有的东
西，比如很多父母让孩子学钢琴而

在现实生活中，
“ 妈宝男”可能
并不会用这个词语来形容自己，但
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亲密关系和人
际关系有问题，或者自己在某些方
面过于幼稚。然而，只要与母亲保
持紧密的关系，
“ 妈宝男”就不会主
动迈出独立的一步。
在陈祉妍看来，
“ 妈宝男”的成
长需要几个关键因素：首先是由于
生活的变化而与妈妈的关系拉远，
这 是“ 妈 宝 男 ”迈 出 独 立 的 重 要 一
步；其次是“妈宝男”要开始承担责
任，要自己面对和处理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并且能够去反思自己行为
的后果，而不是情绪化地去处理问
题，不加思考就做出反应；第三是保
护性的因素，
“ 妈宝男”在经历挫折
时，需要有家人和朋友的关心、支持
和引导，为他提供情感支持，帮助他
反思自己的行为，为他提供有针对
性的帮助，让他不至于在挫败面前
怀疑自我。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关于如
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会经过
很多层的蜕变。陈祉妍说，
“妈宝
男”保留着原生家庭中妈妈灌输给
他的世界观，他对自己、家庭和世界
的看法都是妈妈的版本。而当妈妈
的版本远离他，不再能影响他，他用
妈妈的版本解释不通这个世界的时
候，
他就会寻找新的版本。
其实这个过程不只是“妈宝男”
需要经历的，陈祉妍指出，每个人在
青年时期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
每个人最初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是
透 过 父 母 的 眼 睛 ，都 带 有 主 观 偏
差。而当一个人开始有了自己独立
的力量，心理真正成熟之后，他便不
再认同父母灌输给自己的一切，他
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会发现新的
看待世界的角度，会逐渐形成自己
的人生观，这就是一个人走向成熟
的重要一步。
“妈宝男”需要摆脱的是母亲的
影响，但其实每个人都会受到自己
原生家庭的影响。
“当我们意识到这
一点，迈出独立的一步，学会尊重事
实，调整看待世界的角度，就会成为
一个成熟的人。
”陈祉妍说。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