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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children’s complain behavior, and then finds that it is highest in the
free activity, and most of them are against disciplin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After analysis we
think that the reasons of children’s complain behavior ar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low social
level, low awareness of the rules, and limited mor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still other external
factors like parental over protection, limited kindergarten space and so on. To reduce the complain behavior, teachers should tak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children’s complain behavior,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social skills and awareness of the rules, and help children
establish a good companion relationship. At the same time, parents should also reduce the protection of young children and cooperate with the kindergarten, forming educational resultant force
to ensure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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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调查大班幼儿的告状行为，并发现其在自由活动中出现的频率最高，且大多是违背纪律型和攻
击型告状行为。分析认为，引起大班幼儿告状行为的原因既有幼儿的性格特点、社交水平不高、对规则
认识低、道德发展水平有限等内部因素，也有家长的过度保护、幼儿园空间有限等外部因素。要减少幼
儿的告状行为，教师应正确看待幼儿的告状行为，重视培养幼儿的社交能力、规则意识，帮幼儿建立良
好的同伴关系，家长也应减少对幼儿的庇护，并与幼儿园配合，形成教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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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幼儿告状行为是指：“幼儿在幼儿园日常生活中为自己受到来自同伴某一方面的侵犯，或者发现同
伴某种行为与幼儿园的集体规则、教师的某项要求不相符合时，向教师发起的一种互动行为，该行为的
突出目的是要阻止同伴的行为”[1]。幼儿告状行为在幼儿园里已经成为常事，对告状行为的研究一方面
可使教师进一步了解幼儿该阶段的发展特点，另一方面使幼儿与幼儿之间、教师与幼儿之间形成良好的
交往关系，既有利于幼儿的身心全面发展又使教学工作能够顺利进行[2]。以往研究者对幼儿告状行为做
过多种研究，本文着重于在了解大班幼儿告状行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找出问题，分析原因，进而从家
长和教师两方面提出具有针对性、适宜性的应对策略。

1.1. 幼儿告状行为类型的描述
本文采用赵旭曼关于幼儿告状行为类型划分的方法，以 H 县某幼儿园大一班 62 名幼儿作为研究对
象，其中男幼儿 37 名，女幼儿 25 名。通过自然观察法和对教师、家长的访谈，观察和记录幼儿从入园
到离园的一日活动中发生的告状行为，观察时间为三个月，采用事件取样的方法进行记录，共搜集了幼
儿告状行为事件 216 个。幼儿告状行为的调查结果被划分为违背纪律型、助人型、攻击型、物权型、假
装型和其他六种类型(如表 1) [3]。
对搜集的 216 件幼儿告状行为事件整理发现，大班幼儿不同类型告状行为出现的数量存在差异，违
背纪律型和攻击型告状行为出现的频次最多，分别占 30%和 32%。

1.2. 幼儿告状行为在不同活动中出现情况的描述
幼儿园一日活动被划分为教学活动、生活活动、游戏活动和自由活动。
从表 2 看出，不同活动类型中幼儿告状行为出现的数量也存在差异。其中在自由活动中幼儿告状行
为的次数最多，占幼儿告状行为总数的一半。
Table 1. Children’s different types of report-like behavior of the situation
表 1. 幼儿不同类型告状行为的出现情况
类型

违背纪律型

助人型

攻击性

假装型

物权型

其他类型

合计

次数

65

12

70

6

37

26

216

百分比

30%

6%

32%

3%

17%

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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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hildren’s report-like behavior in different activities of the situation
表 2. 幼儿告状行为在不同活动中出现的情况
活动类型

教学活动

生活活动

游戏活动

自由活动

合计

数量

61

27

19

109

216

百分比

28%

13%

9%

50%

100%

次数

2. 大班幼儿告状行为的原因分析
在了解幼儿告状行为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幼儿的告状行为总结并分析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为如
何做好幼儿的教育提供理论参考，指导幼儿教育实践工作，正确对待幼儿的告状行为，培养幼儿的独立
性，以便更合理地组织幼儿的日常教育、游戏和生活。

2.1. 幼儿的性格特点引起告状行为
观察发现性格活泼开朗、好动、注意力不集中的幼儿比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幼儿有更多的告状行
为。分析认为活泼好动的孩子违背纪律的行为较多，一方面他们性格开朗，交往范围相对较大、“爱管
闲事”，发现同伴违规行为乐于告状；另一方面不“惧怕”教师，自身敢于做出一些违规行为，进而引
发其他幼儿的告状行为。有些独生子女任性、自我为中心、霸道、妒忌的性格，使他们在幼儿园活动中
易与其他幼儿发生矛盾，如因玩具有限，几个幼儿争夺一件玩具，有时甚至打起来，从而使攻击性和物
权型告状行为的比率较高。
案例一：在幼儿园大一班里，有些孩子性格活波开朗像大亨、嘉怡、婷婷，每天来告状的大部分都
是他们，告状的内容各种各样，比如：“老师，刚去厕所的路上，我看到东东是跑着去的，老师说不让
跑的。”“老师，XX 刚偷偷去爬滑滑梯了。”“老师，我看到 XX 把家里的玩具带来了，上课他在玩呢”
等等，在三个月的观察中，前排坐的几个性格内向的孩子像旭旭告状行为甚少，如果被别的孩子欺负，
他们也很少告状，而是那些性格开朗“好管闲事”的孩子来告诉老师谁谁被欺负了。

2.2. 幼儿社会交往能力水平的制约引起告状行为
幼儿在园的生活中除了师幼关系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同伴关系，在与同伴的交往中不断进行思想的沟
通和行为的协调，既相互吸引与模仿又彼此竞争与对抗[4]。幼儿园里幼儿在自由活动中与同伴交往机会
较多，然而幼儿社会交往技能发展水平和解决纠纷的能力有限，难免出现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发生冲突，
于是转向教师求助而出现告状行为。
案例二：离园前自由活动时间中，老师正忙着给孩子整理东西回家，幼儿雨晴哭着来到老师身边：
“老师，东东打我，还把我的脸抓流血了。”东东站在不远处嘟着嘴气呼呼的说：“她也打我了，看把
我都推到了。”原来是快放学了，老师发的书让带回家看，他俩都要争强那本新书，雨晴打不过男孩子
东东就来找老师告状，希望老师帮她把书要回新书。
人际关系心理学认为，告状是人与人之间发生某种冲突、矛盾而又不能自行化解时出现的借助第三
方力量来解决纠纷的一种特有的人际行为[1]。在自由活动中，教师控制程度减小，幼儿根据自己的需要
进行活动，这一时期幼儿社会性发展水平已经显著提高，但在处理社会交往问题时能力有限，在没有教
师指导的自由活动中，告状行为出现最多。现在社会独生子女较多，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独占欲强，社
会交往技巧缺乏，随着幼儿交往范围的扩大，在遇到纠纷时不知所以，更倾向于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
给教师；此外，大班幼儿对成人的依赖性还很强，对教师具有崇拜性，当自身利益被侵犯时，比如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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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打架等，教师是唯一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人，幼儿会通过告状的方式向教师寻求帮助以维护自身
利益。

2.3. 幼儿对规则认知不足引起告状行为
随着幼儿社会性的发展，大班幼儿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价值观、正义感和同情心，在看到同伴被欺负
或者有人违背原则，他们会及时向教师告状，这其中就包含着幼儿对规则的维护，违背纪律型与攻击型
告状行为大都与此相关。
案例三：自由活动时间中，幼儿园的操场里幼儿都在玩耍，仔仔和几个幼儿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一会彤彤跑来用手指着仔仔他们：“老师，你说不让在操场上追逐打闹，你看看仔仔他们跑得多快，把
好几个小朋友都撞倒了。”之前老师说过不准在操场追逐会跌倒碰伤，彤彤觉得小朋友们是不能乱跑的，
可是对于做游戏的活动，老师并不制止。
4~5 岁幼儿处于思维发展的具体形象阶段，主要特点之一是自我中心性，“倾向于从自己的立场观
点认识事物而不太能从客观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律以及他人的角度认识事物”[5]。在幼儿看来教师建立的
规则是不能被打破的，他们还不能将一件事情的规则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幼儿对同伴的行为识别产生偏
差，误解同伴而产生告状的行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违背规则的告状行为出现频率会高。

2.4. “好孩子”阶段道德发展水平有限引起告状行为
勒维特发现，幼儿可能在二、三岁期间就对自己的同伴表现出同情和怜悯的行为，但并不是自觉的
行为；2.5~3.5 岁的幼儿常常能对自己在假想的游戏中表现出友善行为而感到满足；4~6 岁的孩子则更多
地表现出真实的助人行为而很少假扮助人者的角色[6]。因此，大班时期幼儿更多地关注同伴的行为，当
同伴违规或者有攻击行为时幼儿便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产生告状行为。
案例四：游戏活动中，大亨、美妞和墨墨几个小朋友在玩过家家的游戏，他们分别扮演爸爸、妈妈、
孩子，大亨和美妞再给“孩子”墨墨做饭吃，过了一会墨墨一会跑来气喘吁吁的说：“老师老师，大亨
把美妞弄哭了，还抢走了她的燃气灶，”原来燃气灶只有一个，在争夺的过程中大亨的胳膊撞到了美妞
的鼻子，墨墨看到大亨碰哭了美妞也不道歉，他就跑来告诉老师，让老师去惩罚大亨的霸道行为。
有研究表明：幼儿告状是由道德感激发的，从 3 岁后幼儿的道德感发展起来，4~5 岁的幼儿已比较
明显地掌握了一些概括化的道德标准当同伴行为不符合道德标准时会引发幼儿的告状行为[5]。在幼儿对
一些事情做出告状动作时已经有了自己初步的道德判断，并不是无意识的什么事情都去告诉教师，当幼
儿觉得有人做的不对，就想到向教师求助来进行正义的维护，违背纪律型和攻击型告状行为比率高与幼
儿道德发展水平有限相关。

2.5. 攻击性行为诱发其他幼儿的告状
依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物生态学理论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幼儿的发展与周围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学校教育不再是人们接受教育信息的唯一来
源，各种杂志、媒体、网络信息对人的身心各方面都有影响。
案例五：一次自由活动中，老师远远看到幼儿仔仔挥舞着胳膊和腿对安安做着各种攻击性的动作，
嘴巴里还发出“啊”“嘿”的声音，安安不停地闪躲着，可是，不一会安安就来向老师告状，接着又有
其他幼儿对仔仔的行为告状，原来仔仔喜欢特别喜欢看动画片《铠甲勇士》，这些动作都是从动画片学
来的，但是他并未有意识到自己的“耍酷”引起了其他幼儿的告状行为。
观察模仿是幼儿重要的学习方式，对幼儿来说，若玩具、图书、动画片等此类作品中部分内容与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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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性行为有关，对幼儿行为会产生较大影响[7]。幼儿在这类作品影响下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攻击性行
为，继而成为攻击型告状行为产生的“源头”，这也就不难理解攻击性告状行为什么比率较高。

2.6. 家长对幼儿过于保护易引告状行为
家庭环境是幼儿生长的主要环境，父母是幼儿的第一任教师，过分的溺爱孩子和保护孩子都不利于
他的健康成长，容易使孩子对成人产生依恋的惯性，当自己在幼儿园遭受委屈后，希望通过告状得到教
师和家长的安慰。
案例六：早晨孩子们陆续来到幼儿园，仔仔和老师打过招呼后拉着妈妈走到班级里，告诉妈妈：“妈
妈，就是他，昨天上课用笔扎我的手”，哼哼不敢说话愣愣的看着仔仔妈妈，“你这个小朋友怎么回事，
用铅笔扎小朋友是不对的呀，老师没有告诉你吗？再用铅笔扎人我可要告诉你妈妈了啊”，哼哼点了点
头，“仔仔，以后再有别的小朋友欺负你，别总是回家再告诉妈妈，在学校直接告诉老师啊”，“哦，
以后我就直接告诉老师，看谁还欺负我”。就这样，走到幼儿园门口仔仔妈妈又是一番嘱咐，有事就告
诉老师。
一些家长过于保护幼儿，这也不放心，那也不放心，生怕幼儿出去之后受到别人的欺负。来到幼儿
园，幼儿探索新的环境除了依赖自己熟悉的新环境之外，还将父母“当作新环境的探索基地，并从中获
得情感的支持”[8]。当父母不在身边时，家长就告诉孩子有问题找教师，特别是在自由活动中，教师控
制度减小，幼儿自由交往时问题就出现了，有些家长在孩子与他人发生纠纷时，不是教幼儿如何与同伴
自行解决问题，而教幼儿如何去求救教师，或者是教孩子以牙还牙，又或者就是亲自出马替孩子解围。
幼儿长期处在家庭和成人的保护下生活，慢慢地就可能变成一个缺乏独立性，依赖性强的人，自然独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难以发展的。

2.7. 幼儿园过于集中的自由活动易引起告状行为
本研究表明，幼儿告状行为在不同的活动类型之间差异较大，在自由活动中发生的告状行为最多，
在游戏活动中发生的告状行为最少。
案例七：建筑游戏活动中，大亨和安安活动之前分配好了任务，他们分别负责不同大楼的构建，比
如大亨负责建游泳池和体育馆，安安负责建大厦“安安，你用那个红色的三角木块屋顶吧，我的游泳池
不用它了”，“嗯，好，那你的体育馆用那个蓝色的，这样可以把体育馆建的大大的”。他们乐此不疲
的玩着，没有因为材料发生过多的争夺而告状。在自由活动中，大亨和安安没少打架告状，不是相互碰
疼了就是抢东西。
游戏活动是幼儿在园的基本活动，是幼儿主动学习的基本形式，是幼儿园教学的基本途径[9]。只有
幼儿真正感兴趣的活动才会使幼儿全身心的投入，丰富的材料吸引幼儿的注意，就算偶尔出现小的矛盾，
幼儿也无暇顾及只想着能够做游戏不会离开玩具去告状，而在其他活动类型中，由于难以引起幼儿的全
部注意，稍微碰一下也要向教师告状。研究发现，幼儿的自由活动多集中在狭小的活动室内或在活动室
外的楼道里、走廊里、空间非常有限，并且这些自由活动多是些过渡环节的活动，受规范约束的幼儿不
能自主决定，只能消极等待，而幼儿的年龄特征之一就是“活泼好动”，在“无事可做”或必须等待的
过程中自然容易“招惹”同伴，从而引发幼儿的告状行为[5]。

3. 幼儿告状行为的应对策略
以上分析认为与影响幼儿告状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因而在指导幼儿教师教育实
践工作时，教师和家长首先应树立正确的观念看待告状行为，通过培养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规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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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帮助幼儿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最后家长也要减少对幼儿的庇护和防范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样才
能更好的减少幼儿告状行为的发生频率，培养幼儿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3.1. 正确看待告状行为
告状行为在幼儿园是正常现象，教师首先要以正确的态度的对待幼儿。有研究发现，19.8%的教师将
告状行为的原因归结为幼儿行为习惯不良，这些教师对告状的价值评价最低，14.3%和 38.1%的教师认为
告状没有价值或者说不清楚，认为告状影响常规纪律的人数比例最高(33.3%)，对幼儿告状行为疲于应付
的也最多(35.7%) [10]。教师切不可以有色眼镜处理问题，要关注幼儿告状行为的积极层面，借助其中的
机会表扬幼儿的优点，如通过对具有正义感的幼儿当众表扬，可以培养全体幼儿的责任感，从而在班级
中形成良好的风气[11]。但据访谈结果，教师反应过于积极的态度反而助长幼儿告状的跟风行为，这就需
要教师采用适当淡化处理的方式，使幼儿意识到无意义的告状不会引起教师的注意。

3.2. 重视培养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
在可能的情况下让幼儿自己解决问题，为幼儿提供适当的空间，让幼儿逐渐学会自己化解矛盾、学
会交流、学会宽容。在提供独立空间的同时也要避免极端情况的出现，如遇到事情教师完全放手不管不
问，反而对幼儿不利，教师可以先去安抚幼儿的心情，待平缓下来以后，让幼儿说出具体情况，通过引
导，让幼儿了解宽容和谦让，并抓住机会培养幼儿的交往能力，积极融入群体，减少幼儿的告状行为[12]。

3.3. 注意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
在幼儿园里，各种规则大量存在，从如何遵守教师的一日活动安排到注意生活活动的细节，没有规
则集体生活将是一片混乱，这就需要不断告知幼儿各种必须遵守的规则。但限于幼儿现阶段的发展水平，
对规则的理解程度实施程度均是有限的，幼儿实际上很难遵守，需要逐渐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不可将
各种要求一次性大量的告诉幼儿[13]。即使使用表扬、批评的方式强制推行，幼儿也难以一次形成对规则
的理解，需要教师不断提醒，有时一天至少提醒十次，发生次数越多提醒越多，逐渐强化其规则意识。

3.4. 帮助幼儿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
良好的同伴关系一方面使幼儿在班级生活中减少与其他幼儿发生矛盾的几率，能够顺利进行思想的
沟通与交流，进而减少告状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良好的同伴关系也会使幼儿更倾向于独立解决交往
中出现的困难，不去告状也能化解简单的问题，同时有利于幼儿社会交往能力水平的提高。

3.5. 减少对幼儿的庇护
现在的家庭独生子女居多，一群家长围着一个孩子转，容易过分溺爱和保护孩子，使幼儿对家长产
生过度的依赖。对于告状行为来说，可以试着结合生活实例指导幼儿，让幼儿逐渐知道自己可以解决的
问题要自己解决，培养其独立意识，不要事事都去找家长和教师；多给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和除家里以
外的更大的活动空间，多带孩子和邻居的同伴们接触，这些都会对幼儿社会交往技能和独立能力的提高
有帮助[14]。

3.6. 以家庭为纽带多方面形成合力
首先，教师、家长应重视自身行为对幼儿的积极作用，以友善的方式与他人及幼儿交往，为幼儿做
出良好的榜样和示范，大众传播媒介要注意自身内容对幼儿的影响，减少负面作用并增强教育价值[15]；
其次家长注意限制幼儿接触带有较强攻击性的内容，如不购买和观看违规的图书、动画片，减少幼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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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型行为的模仿几率，多教育幼儿独立自信、团结友善等内容；另一方面，加强家园联系，对于幼儿
告状行为采用积极态度，既要看到其对幼儿发展的束缚，也要重视积极方面的影响，如告状行为有利于
幼儿语言能力发展等。

4. 结论
由此可见，大班幼儿告状行为的类型，违背纪律型和攻击型告状行为的出现频次最多，告状行为在
自由活动中出现的比率最高、教学活动次之。在了解幼儿分享行为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引起幼儿告状的
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因而在实施教育对策时教师应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注意深入了解其
告状行为产生的内因和外因，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少幼儿告状行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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