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健康的
人， 总是努力地工
作及爱人。 只要能
做到这两件事， 其
它的事就没有什么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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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德 （奥地利）

心灵鸡汤

婚
姻
就
像
下
棋，

明
明
是
两
个
人

的
事，

但
总
有
一
群
人
在
你
身
边
指
手

画
脚。

陈
英
远
（安
徽
）

■心理关注

２０18年6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张丽 邮箱：471901473@qq.com 版式：胡雪文16 心灵家园

俗话说 “男怕入错行 、
女怕嫁错郞”。 高考过后， 如
何填报志愿， 同样考验与困
扰着不少考生与家长。 笔者
站在心理学角度认为， 在填
报志愿选择专业时， 至少要
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兴趣。 喜欢做的事，
做起来才不累， 才有动力持
续下去。 通常在填报志愿时，
家长容易从行业的发展趋势
与将来的就业前景来考虑专
业的选择， 有时容易忽视孩
子的兴趣爱好， 甚至强迫孩
子填报为其圈定的专业。 结
果容易造成入学后不努力学、
甚至厌学， 毕业后更不会从
事这方面的工作， 空挂了一
个 “毕业证” 的牌子。

二是适合。 每个人都会
因为气质、 性格、 能力等因
素而具备不同的能力特征 ，
心理学上叫 “职业倾向性”，
即你适合做什么。 所以， 选
择专业时， 如果顺应了个体
的职业倾向， 人生也会多了
一分顺利。 如果考生对自己
的职业倾向性不太了解， 可
以做个职业倾向性测评， 测
评结果会给你一个清晰的回
答。

三是实用。 不少考生既
不具有明显的职业倾向， 也
没有较强的兴趣爱好， 实际
就是综合素质差了一点， 这
种人大都只适合做专业性很
强的工作。 填报志愿时， 宜
选择自己有点喜欢的、 实用
的 、 传统的专业技术行业 ，
不适宜选择文秘、 市场营销、
管理等需要人文素质很高的
行业。

湖南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
心理咨询师 杨司佼

从心理角度
选专业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帷幕， 对
大多数考生和家长来说， 尽管分数
尚未揭晓， 但多少可以松口气。 可
对于复读生来说， 从考试结束到录
取工作终结这段时间， 往往是心理
问题的高发期， 医学专家建议， 家
长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及时关注
疏导。

据报道， 6 月 8 日， 内蒙古乌
兰察布市有一名高考复读生感觉第
一天的考试没发挥好， 第二天到考
场时， 突然坐在地上痛哭， 要弃考，
民警对他进行安抚并劝说， 但他最
终仍弃考离开。 而同一天下午， 在
湖南省长沙市某考场外， 几个男生
拉着一条横幅祝朋友梁同学第 4 次
高考金榜题名， 梁同学考完后笑着
说有这样的朋友觉得很幸福。 据悉，
他是一名双簧管艺术生， 2015 年第
一次参加高考后被某大学录取， 但
由于不是自己的理想学校， 他又退
学参加了接下来的两次高考， 但均
未被录取。 今年， 他的专业成绩已
经达到要求， 考后他表示这次文化
课也考得很不错。 梁同学说这中间
的过程极其艰难， 三年来， 他也有
过失落、 后悔、 想要放弃， 甚至想
到过自杀， 当被问到是怎样坚持下
来的， 他说是因为信念还有对亲人
的承诺。

同样是高考复读生， 有的人运

用合理的心理调节方式建立了愈发
强大的内心， 而有的人却因为心理
调适不良而选择放弃， 甚至有可能
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因此，
考后的心理调适极其关键。 复读生
因经历了一次高考挫折， 与应届生
相比往往压力更大， 情绪更易波动，
心理承受能力更差。 很多复读生在
心理上突出的表现是： 自卑、 焦虑、
淡漠， 低分复读表现更为突出。 针
对这些心理特点， 专家给出以下几
点建议：

首先， 高考复读生应克服高考
失利的自卑心态， 对自己的高考成
绩做出合理的评价， 正确地认识自
己、 评价自己。 复读生之所以会产
生这些负面情绪， 归根结底就是自
卑心理作祟。 积极的心理暗示会让
复读生鼓起信心和勇气， 考生应该
用积极的言语暗示自己， 坚信自己
一定能行。

其二， 要有落榜的心理准备。
尽管每个人都想考上理想的学校，
但事实上不可能人人如愿， 所以要
做好落榜的心理准备。 能进高等学
府深造， 确实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但上大学并非成功的唯一途径。 高
考落榜后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的头
脑和稳定的情绪， 考生可根据个人
的能力、 特长、 兴趣、 爱好及家庭
情况， 做好接下来的打算。

其三， 淡化焦虑。 在考后可以
尝试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释放负性情绪的方
法。 面对各种压力， 复读生要学会
并善于自我减压， 通过积极、 科学、
合理、 健康的方式宣泄和转移焦虑
情绪， 如健身、 听音乐、 旅行等。
对于心理调整困难的考生， 可以寻
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总之， 不管是复读生还是应届
生都要调整好心态， 稳定情绪， 建
立积极的心理防卫机制， 在平时的
学习生活中学会自我调节， 学会转
移和化解心理矛盾， 始终保持乐观
的精神和平稳的心态， 紧张、 愉快
地学习。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蒋佳琪

考后心理调适不可少
高考复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