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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进入大学后将要
面对的新环境 、 新人际关
系、 新学习模式和新生活
方式， 很多准大学生就会
开始产生恐惧 、 烦躁的消
极心理。 因此 ， “准大学
生们” 要及早入手 ， 调适
好自己的心态 ， 为准备远
行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学会做些简单家务 近
年来出现不少学生因生活
无法自理干脆放弃大学生
活的例子， 究其原因是准
大学生们平时只顾读书 ，
忽视了独立生活能力的锻
炼。 在这个暑期间 ， “准
大学生” 可以多多练习做
一些简单的家务。

学会自我管理 大学课
堂更多的是告诉学生 “为
什么”、 “怎么样”， 是一
种引导式的教学方式 。 准
大学生们一定要调整好自
己的思想状态 。 在暑假期
间， 准大学生们可以通过
所在学校的网站了解专业
所学的课程 ， 也可以向这
个专业的在校大学生询问
情况， 从而学习他们的经
验。

学会理财 虽然大学生
多半只有家里给的一点生
活费。 但现在很多大学生
都有不会 “花钱” 的问题，
很可能月中甚至月初就成
“穷光蛋一族 ” 了 。 因此
“准大学生们” 要学会安排
生活。

感情上摆脱依赖心理
大学新生入校后应该迅速
建立新的朋友圈子 ， 感情
上尽快 “脱离 ” 父母 ， 摆
脱对高中同学的情感依赖，
使情感和人格得以独立。

准大学生从 “陷入彷
徨迷失 ” 到 “走出困境 ”
需要一段时间 ， 为了将这
段时间控制在最短范围内，
家长在开学前应尽量排解
孩子心中的困惑 ， 如 ： 请
一些已经上大学的孩子传
授一下大学学习生活的经
验， 让新生有一些心理准
备 。 此外 ， 在开学前的时
间里， 家长应让孩子开始
学习独立生活 ， 提高孩子
的独立能力 ， 增加新生进
入大学生活的底气。

董芳

孤独是一种什么情绪感受？

很多人被孤独感袭击， 并不是
他们身边无人。 相反， 他们身边人
来来往往， 但都无法让孤独者打开
心门， 他们之间只有表浅的人际互
动。 他们的孤独， 是一种从内心深
处产生的不被理解、 不被看到的一
种感受。 他们的孤独感， 是一种心
理隔离， 让他们仿佛独自一人， 流
浪在无人岛， 找不到可以交流的对
象。

孤独， 从心理意义上看， 是一
种主观的心理疏离感， 无法与周围
人建立一种稳定而持久的亲密关
系， 无法产生一种信任、 开放的态
度， 把自己的内在痛苦、 迟疑、 负
性情绪、 心灵伤口、 混杂想法和人
格阴影等打开， 对一个被评估为可
靠和愿意提供支持的人无保留地展
开， 从而消除不被注意和照顾的凄
凉感受。

孤独者为什么做不到与人深度交流？
很多人认为孤独者过于内向，

心理顾虑太强， 所以自我防卫过当
而弱化了人际关系； 还有人看到，
孤独者的功能失调是因为信任度
低， 无法甄别出合适的倾听者。 这
些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这个
心理现象的核心， 则更难以被人识
别。

从外在来看 ， 孤独者的不交
流， 其实有两种表现： 其一是说不
出， 就是语言能力跟不上丰富多变
的内心变化。 有些人从小就漠视自
己的内在感受 ， 缺乏自我关怀能
力， 没有理清个人情绪和想法的原
因、 表现和结果， 所以无法将混乱
的心理状态准确地表达出来。 即便
是说出来了， 也是挂一漏万， 越说
越错， 到最后干脆不说了， 任由内
心各种感受起起落落。 其二是不想
说。 有些人愿意表达， 且表达能力
不错， 但他们不愿意说。 他们曾经
也向周围人诉说， 但都得不到正确
的回应 ： 有人事不关己地一脸漠
然， 有人讥笑他 “心眼小整天瞎捉

摸 ”， 有人不关痛痒地安慰两句 ，
有人充内行地强行给建议， 不听还
生气， 有人甚至将他的痛苦作为笑
料， 随意兜售。 他发现， 不说自己
一个人憋着痛苦， 说出来还要遭受
不被理解的二次伤害， 反而让人更
加失望和痛心。

“说不出” 和 “不想说”， 都是
阻碍交流的现实原因， 这背后还隐
藏着一个 “破碎的自我”。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支撑着，
去发展人际关系。 这个自我是最早
起源于半岁 ， 我们把自己和环境
（抚养者也是环境的一部分） 分离，
独立地发展出独特的自我。 自我的
健康发展需要在各种关系里得到积
极的反馈， 但如果发展过程中， 与
自我的关系和与他人的关系都不太
顺利， 一个人就很难走出自己的感
受。 每个人对环境的认知和互动，
最终都会回到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上
来， 形成与自我的关系。 比如， 一
个人如果从小被大多数的家人、 朋
友和更多的人际关系很好地对待，
即使他遭遇了一些不太善意的人际
关系， 在人际关系上有过挫折， 他
也剔除消极影响， 会对社会、 自己
形成一个良性的看法。

但有一部分很不幸， 他们遭遇
了更多的伤害 ， 或许不是伤害更
多， 而是他陷在伤害的阴影里走不
出来， 对他人和环境形成了一种扭
曲的片面认识， 然后这种看法回落
到对自己的认识。 比如被教养不当
的父母打骂， 幼小的他会认为 “肯
定是我不好， 才会招来这些惩罚”；
被不懂事的小朋友捉弄， 他会觉得
“我是一个可笑的人， 才会引来别
人的嘲弄”； 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地
批评， 他会觉得 “我不值得老师喜
欢， 所以被骂也是自然的”， 外部
关系不良会损害个人建构积极的自
我， 造成各种矛盾对立的、 无法融
合和分化的各种心理碎片， 没能整
合好完整的自我。

这种破碎的自我， 很难让自己
清楚 ， 自然就无法表达明白 ； 同

样 ， 这些混乱的内心 ， 内容太杂
乱， 意义晦暗不清， 逐一理解也比
较耗时辛苦， 自然也很难让别人腾
出整块的时间， 细细地听懂。

破碎的自我如何修复？
破碎的内心， 无法清楚而完整

地表达 ， 自然让当事人陷入孤独
中， 他们渴望联结他人和世界， 填
补内心的空虚和无助， 进而修复不
完整的自我。 而修复， 需要情感处
理。

不管是血缘 ， 还是姻缘 、 业
缘、 友缘或萍水相逢， 我们都要从
这种关系里获得情感需求， 比如满
足归属感、 亲密感、 信任感、 价值
感和幸福感等。 这种情感联结的能
力， 不是自然形成， 而是一种爱的
能力的培养和增长， 比如我们要学
会观察别人的情绪变化、 听懂别人
的言外之意、 理解别人的处境并给
予必要的反应、 控制自己的情绪和
行为、 乐于分享和照顾， 并愿意接
受别人的善意和亲近。 如果没有发
展出一定的爱的能力， 就难以形成
建设性的情感关系， 即使是最亲近
的关系， 却显得格外生分。 比如我
们和父母相坐一堂， 却无话可说，
尬聊如同挤牙膏； 和子女独处就觉
得浑身不自在， 翻来倒去就是那几
句叮嘱的话语； 与伴侣经常各忙各
的， 闲下来竟然觉得安静的可怕；
与别人共事多年， 从未说过半句体
己话……因此,我们要在各种关系中
去学会与人进行情感倾诉、 沟通与
输送。

孤独感就是联结不上的情感孤
寂， 一个人在尝试着找到可以帮助自
己打开心门的人。 对我们来说， 他人
即世界， 都是不属于自己的外部。 我
们能否信任和建立外部的深度关系，
这是帮助我们摆脱孤独的心理法宝。
我们对世界， 需要一种友好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抚养者帮助我们建立的，
通过依恋关系来达成。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卫所
李则宣 黄任之

却无法开口？
小轩是一个外貌平淡的男子， 看上去温和

而友善， 乐于助人。 大家猜测他一定有很多朋
友， 但他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 即使是亲友聚
会， 他也常常低着头刷手机， 难得吐露一言，
分外安静。 他很像一名手机控， 但别人不知道
的是， 手机是他的保护色， 让他的真实心理面
貌不被人看穿， 其实他深感孤独。 半夜醒来，
觉得满腹心事， 却无人可以倾诉。

很多人会问， 他不是有亲人和朋友吗？ 找
一两个情投意合的， 喝点酒谈谈， 不就可以一
吐为快吗？ 在别人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对
某些人来说， 不啻于翻山越岭去摘月亮那么艰
难。

深度孤独的人， 就是如此。 小轩就是这样
的深度孤独者， 孤独感如影随形， 挥之不去。

为什么身在人群
准大学生

调好心态备远行

孤独是一种什么情绪感受？

很多人被孤独感袭击， 并不是
他们身边无人。 相反， 他们身边人
来来往往， 但都无法让孤独者打开
心门， 他们之间只有表浅的人际互
动。 他们的孤独， 是一种从内心深
处产生的不被理解、 不被看到的一
种感受。 他们的孤独感， 是一种心
理隔离， 让他们仿佛独自一人， 流
浪在无人岛， 找不到可以交流的对
象。

孤独， 从心理意义上看， 是一
种主观的心理疏离感， 无法与周围
人建立一种稳定而持久的亲密关
系， 无法产生一种信任、 开放的态
度， 把自己的内在痛苦、 迟疑、 负
性情绪、 心灵伤口、 混杂想法和人
格阴影等打开， 对一个被评估为可
靠和愿意提供支持的人无保留地展
开， 从而消除不被注意和照顾的凄
凉感受。

孤独者为什么做不到与人深度交流？
很多人认为孤独者过于内向，

心理顾虑太强， 所以自我防卫过当
而弱化了人际关系； 还有人看到，
孤独者的功能失调是因为信任度
低， 无法甄别出合适的倾听者。 这
些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这个
心理现象的核心， 则更难以被人识
别。

从外在来看 ， 孤独者的不交
流， 其实有两种表现： 其一是说不
出， 就是语言能力跟不上丰富多变
的内心变化。 有些人从小就漠视自
己的内在感受 ， 缺乏自我关怀能
力， 没有理清个人情绪和想法的原
因、 表现和结果， 所以无法将混乱
的心理状态准确地表达出来。 即便
是说出来了， 也是挂一漏万， 越说
越错， 到最后干脆不说了， 任由内
心各种感受起起落落。 其二是不想
说。 有些人愿意表达， 且表达能力
不错， 但他们不愿意说。 他们曾经
也向周围人诉说， 但都得不到正确
的回应 ： 有人事不关己地一脸漠
然， 有人讥笑他 “心眼小整天瞎捉

摸 ”， 有人不关痛痒地安慰两句 ，
有人充内行地强行给建议， 不听还
生气， 有人甚至将他的痛苦作为笑
料， 随意兜售。 他发现， 不说自己
一个人憋着痛苦， 说出来还要遭受
不被理解的二次伤害， 反而让人更
加失望和痛心。

“说不出” 和 “不想说”， 都是
阻碍交流的现实原因， 这背后还隐
藏着一个 “破碎的自我”。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支撑着，
去发展人际关系。 这个自我是最早
起源于半岁 ， 我们把自己和环境
（抚养者也是环境的一部分） 分离，
独立地发展出独特的自我。 自我的
健康发展需要在各种关系里得到积
极的反馈， 但如果发展过程中， 与
自我的关系和与他人的关系都不太
顺利， 一个人就很难走出自己的感
受。 每个人对环境的认知和互动，
最终都会回到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上
来， 形成与自我的关系。 比如， 一
个人如果从小被大多数的家人、 朋
友和更多的人际关系很好地对待，
即使他遭遇了一些不太善意的人际
关系， 在人际关系上有过挫折， 他
也剔除消极影响， 会对社会、 自己
形成一个良性的看法。

但有一部分很不幸， 他们遭遇
了更多的伤害 ， 或许不是伤害更
多， 而是他陷在伤害的阴影里走不
出来， 对他人和环境形成了一种扭
曲的片面认识， 然后这种看法回落
到对自己的认识。 比如被教养不当
的父母打骂， 幼小的他会认为 “肯
定是我不好， 才会招来这些惩罚”；
被不懂事的小朋友捉弄， 他会觉得
“我是一个可笑的人， 才会引来别
人的嘲弄”； 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地
批评， 他会觉得 “我不值得老师喜
欢， 所以被骂也是自然的”， 外部
关系不良会损害个人建构积极的自
我， 造成各种矛盾对立的、 无法融
合和分化的各种心理碎片， 没能整
合好完整的自我。

这种破碎的自我， 很难让自己
清楚 ， 自然就无法表达明白 ； 同

样 ， 这些混乱的内心 ， 内容太杂
乱， 意义晦暗不清， 逐一理解也比
较耗时辛苦， 自然也很难让别人腾
出整块的时间， 细细地听懂。

破碎的自我如何修复？
破碎的内心， 无法清楚而完整

地表达 ， 自然让当事人陷入孤独
中， 他们渴望联结他人和世界， 填
补内心的空虚和无助， 进而修复不
完整的自我。 而修复， 需要情感处
理。

不管是血缘 ， 还是姻缘 、 业
缘、 友缘或萍水相逢， 我们都要从
这种关系里获得情感需求， 比如满
足归属感、 亲密感、 信任感、 价值
感和幸福感等。 这种情感联结的能
力， 不是自然形成， 而是一种爱的
能力的培养和增长， 比如我们要学
会观察别人的情绪变化、 听懂别人
的言外之意、 理解别人的处境并给
予必要的反应、 控制自己的情绪和
行为、 乐于分享和照顾， 并愿意接
受别人的善意和亲近。 如果没有发
展出一定的爱的能力， 就难以形成
建设性的情感关系， 即使是最亲近
的关系， 却显得格外生分。 比如我
们和父母相坐一堂， 却无话可说，
尬聊如同挤牙膏； 和子女独处就觉
得浑身不自在， 翻来倒去就是那几
句叮嘱的话语； 与伴侣经常各忙各
的， 闲下来竟然觉得安静的可怕；
与别人共事多年， 从未说过半句体
己话……因此,我们要在各种关系中
去学会与人进行情感倾诉、 沟通与
输送。

孤独感就是联结不上的情感孤
寂， 一个人在尝试着找到可以帮助自
己打开心门的人。 对我们来说， 他人
即世界， 都是不属于自己的外部。 我
们能否信任和建立外部的深度关系，
这是帮助我们摆脱孤独的心理法宝。
我们对世界， 需要一种友好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抚养者帮助我们建立的，
通过依恋关系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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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是一种什么情绪感受？

很多人被孤独感袭击， 并不是
他们身边无人。 相反， 他们身边人
来来往往， 但都无法让孤独者打开
心门， 他们之间只有表浅的人际互
动。 他们的孤独， 是一种从内心深
处产生的不被理解、 不被看到的一
种感受。 他们的孤独感， 是一种心
理隔离， 让他们仿佛独自一人， 流
浪在无人岛， 找不到可以交流的对
象。

孤独， 从心理意义上看， 是一
种主观的心理疏离感， 无法与周围
人建立一种稳定而持久的亲密关
系， 无法产生一种信任、 开放的态
度， 把自己的内在痛苦、 迟疑、 负
性情绪、 心灵伤口、 混杂想法和人
格阴影等打开， 对一个被评估为可
靠和愿意提供支持的人无保留地展
开， 从而消除不被注意和照顾的凄
凉感受。

孤独者为什么做不到与人深度交流？
很多人认为孤独者过于内向，

心理顾虑太强， 所以自我防卫过当
而弱化了人际关系； 还有人看到，
孤独者的功能失调是因为信任度
低， 无法甄别出合适的倾听者。 这
些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这个
心理现象的核心， 则更难以被人识
别。

从外在来看 ， 孤独者的不交
流， 其实有两种表现： 其一是说不
出， 就是语言能力跟不上丰富多变
的内心变化。 有些人从小就漠视自
己的内在感受 ， 缺乏自我关怀能
力， 没有理清个人情绪和想法的原
因、 表现和结果， 所以无法将混乱
的心理状态准确地表达出来。 即便
是说出来了， 也是挂一漏万， 越说
越错， 到最后干脆不说了， 任由内
心各种感受起起落落。 其二是不想
说。 有些人愿意表达， 且表达能力
不错， 但他们不愿意说。 他们曾经
也向周围人诉说， 但都得不到正确
的回应 ： 有人事不关己地一脸漠
然， 有人讥笑他 “心眼小整天瞎捉

摸 ”， 有人不关痛痒地安慰两句 ，
有人充内行地强行给建议， 不听还
生气， 有人甚至将他的痛苦作为笑
料， 随意兜售。 他发现， 不说自己
一个人憋着痛苦， 说出来还要遭受
不被理解的二次伤害， 反而让人更
加失望和痛心。

“说不出” 和 “不想说”， 都是
阻碍交流的现实原因， 这背后还隐
藏着一个 “破碎的自我”。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支撑着，
去发展人际关系。 这个自我是最早
起源于半岁 ， 我们把自己和环境
（抚养者也是环境的一部分） 分离，
独立地发展出独特的自我。 自我的
健康发展需要在各种关系里得到积
极的反馈， 但如果发展过程中， 与
自我的关系和与他人的关系都不太
顺利， 一个人就很难走出自己的感
受。 每个人对环境的认知和互动，
最终都会回到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上
来， 形成与自我的关系。 比如， 一
个人如果从小被大多数的家人、 朋
友和更多的人际关系很好地对待，
即使他遭遇了一些不太善意的人际
关系， 在人际关系上有过挫折， 他
也剔除消极影响， 会对社会、 自己
形成一个良性的看法。

但有一部分很不幸， 他们遭遇
了更多的伤害 ， 或许不是伤害更
多， 而是他陷在伤害的阴影里走不
出来， 对他人和环境形成了一种扭
曲的片面认识， 然后这种看法回落
到对自己的认识。 比如被教养不当
的父母打骂， 幼小的他会认为 “肯
定是我不好， 才会招来这些惩罚”；
被不懂事的小朋友捉弄， 他会觉得
“我是一个可笑的人， 才会引来别
人的嘲弄”； 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地
批评， 他会觉得 “我不值得老师喜
欢， 所以被骂也是自然的”， 外部
关系不良会损害个人建构积极的自
我， 造成各种矛盾对立的、 无法融
合和分化的各种心理碎片， 没能整
合好完整的自我。

这种破碎的自我， 很难让自己
清楚 ， 自然就无法表达明白 ； 同

样 ， 这些混乱的内心 ， 内容太杂
乱， 意义晦暗不清， 逐一理解也比
较耗时辛苦， 自然也很难让别人腾
出整块的时间， 细细地听懂。

破碎的自我如何修复？
破碎的内心， 无法清楚而完整

地表达 ， 自然让当事人陷入孤独
中， 他们渴望联结他人和世界， 填
补内心的空虚和无助， 进而修复不
完整的自我。 而修复， 需要情感处
理。

不管是血缘 ， 还是姻缘 、 业
缘、 友缘或萍水相逢， 我们都要从
这种关系里获得情感需求， 比如满
足归属感、 亲密感、 信任感、 价值
感和幸福感等。 这种情感联结的能
力， 不是自然形成， 而是一种爱的
能力的培养和增长， 比如我们要学
会观察别人的情绪变化、 听懂别人
的言外之意、 理解别人的处境并给
予必要的反应、 控制自己的情绪和
行为、 乐于分享和照顾， 并愿意接
受别人的善意和亲近。 如果没有发
展出一定的爱的能力， 就难以形成
建设性的情感关系， 即使是最亲近
的关系， 却显得格外生分。 比如我
们和父母相坐一堂， 却无话可说，
尬聊如同挤牙膏； 和子女独处就觉
得浑身不自在， 翻来倒去就是那几
句叮嘱的话语； 与伴侣经常各忙各
的， 闲下来竟然觉得安静的可怕；
与别人共事多年， 从未说过半句体
己话……因此,我们要在各种关系中
去学会与人进行情感倾诉、 沟通与
输送。

孤独感就是联结不上的情感孤
寂， 一个人在尝试着找到可以帮助自
己打开心门的人。 对我们来说， 他人
即世界， 都是不属于自己的外部。 我
们能否信任和建立外部的深度关系，
这是帮助我们摆脱孤独的心理法宝。
我们对世界， 需要一种友好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抚养者帮助我们建立的，
通过依恋关系来达成。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卫所
李则宣 黄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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