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英远 作 (安徽)

有些东西失去了就不要太执着， 也许它本
来就不属于你。 要相信， 属于你的， 终究会
拥有。

人， 最好的心态是平静， 最好的状态是简
单， 最好的感觉是自由， 最好的心情是童心。

吴锦 (上海)

心灵鸡汤

■心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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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重庆市渝中区的乐乐刚满
三岁半， 刚刚入读幼儿园小班， 家
人从夏天起就进行 “心理建设”， 告
诉其学校规则及与其他小朋友相处
之道。 8 月底开学， 乐乐兴高采烈，
一路蹦蹦跳跳， 到了幼儿园也很干
脆利索地与妈妈说再见。 但等下午
放学家人来接时， 乐乐已哭成一个
小泪人。 第二天一早， 乐乐看妈妈
准备校服就开始哭闹， 说他不喜欢
上学。 到了学校， 他拉着妈妈不让
她走。 这样连着哭闹三四天， 妈妈
吴女士只好将全天改成半天， “学
前班是一个过渡期， 我不希望他在
心理上留下阴影”。

【心理分析】
刚上学的学童往往对陌生环境

感到焦虑恐惧 ， 害怕被家人 “遗
弃 ”， 对与老师和同学相处无所适
从 。 但多数情况下 ， 在熟悉环境 、
结交朋友 、 适应新的生活规律后 ，
他们会喜欢上学校。 但这一过程有
长有短， 有些小朋友只是开学前一
两天哭闹， 而有些需要两三周适应
期， 也有个别对上学产生极度恐惧，
害怕与家人分开， 并发展为分离焦
虑综合征。

心理学家指出， 婴儿从 8 个月
左右逐渐产生对父母的强烈依附感，
在意识到父母要离开他们时会以哭
闹抗拒。 等他们到两岁多会独立行
走及三四岁上学幼儿园， 通常会再
次产生害怕与父母分离的焦虑情绪。
通常说来， 分离焦虑症有如下症状：

无故担忧 认为与父母分开后，
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 而这种分离
焦虑在孩子上学、 或父母外出工作
或晚餐时均可能触发。

拒绝上学 上学哭闹、 发脾气，
甚至完全拒绝上学。

注意力不集中 分离焦虑症会影
响功课， 孩子无法按指示完成作业。

不愿参加活动 为了减少与父母
分离时间， 可能避免参与玩伴活动、
到小朋友家过夜或学校安排的集体
活动。

睡眠问题 没有父母陪伴无法入
睡， 半夜跑到父母卧室， 晚上做噩
梦。

身体不适 可能出现头痛、 呕吐
或吞咽困难， 上学前喊胃痛， 在学
校多次找老师找护士， 要求给父母
打电话接回家。

那么， 有哪些减轻孩子分离焦
虑的建议呢：

规律安排 如果孩子知道一天当
中将发生的事情， 午餐、 午休及父
母接送时间， 可减少焦虑感。

避免迟到 如果答应孩子会在某
一时间去接他们回家， 千万不要迟
到， 否则孩子会失去对父母的信任，
感到不安全。

控制情绪 如果家长感到担忧，

孩子也会感应到， 因此家长首先要
控制自己的情绪。 要引导孩子对即
将认识的新朋友和新活动充满积极
期待， 强调孩子可以玩他最爱的游
戏或玩具。

听从老师 如果老师提供建议，
家长应服从， 避免认为自己最了解
孩子， 反其道而行。

加深交往 帮助孩子与同学联络
感情， 安排校外约玩。

充分休息 保证充分睡眠， 让孩
子上学充满活力。

参与准备 让孩子参与准备午
餐、 零食和背包， 增加他们对学校
生活的掌控感。

轻松放手 不要趁孩子不注意溜
出学校， 或停留在窗外徘徊， 应轻
松开心地与孩子说再见。

化解情绪 关注并化解孩子的消
极情绪， 但切忌先入为主， 跟孩子
说 “我知道你不喜欢上学”。

阅读图书 和孩子一起阅读有关
上学前班的故事书和视讯， 有助他们
了解学校生活和小朋友相处的规则。

王东梅

有这样一个笑话， 如
果有人抬头望天 1 分钟 ，
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
着他一起看， 最后有人忍
不住问 ： 兄弟 ， 看啥呢 ？
他说： 脖子落枕了， 这样
舒服。

什么原因使得人们爱
凑热闹呢？ 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 是好奇心驱使。 它
促使人们对未知的事物一
探究竟， 是求知的动力。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
从众心理是凑热闹的直接
推动力。 这是因为， 个人
的想法和行为容易受到身
边的人影响 ； 另一方面 ，
在社会群体中， 如果太特
立独行， 会感到孤立， 失
去社会角色。 其次， 是因
为社交需要， 凑热闹会让
人们有与周围人谈话的资
本。

有趣的是， 无论凑的

热闹是好是坏， 这一行为
似乎都能给人带来正性的
心理强化 。 比 如 有 人 结
婚， 邻居们都会凑过去看
新娘子， 看过之后有人会
暗暗鼓励自己： 他长成那
样， 都能找个这么漂亮的
媳妇 ， 我能找个更好的 。
反之， 凑去看坏事， 比如
哪里汽车追尾了， 围观者
会得到极大的安慰， 觉得
自己虽然买不起车， 但拥
有平安健康， 已经很幸福
了， 更能体会和珍惜现有
的幸运。

因此适当凑热闹， 可
以帮助我们及时了解身边
的新闻 ， 在七嘴八舌中 ，
促进邻里关系； 但不分轻
重、 有热闹必凑， 那可大
不必了， 时间长了， 人们
难免会对你产生防范心理，
不敢轻易吐露真心。

周向前

消除睡眠十大误区
误区一： 我们每天需要 8
小时睡眠 （睡眠时数， 因
人而异）； 误区二： 我今
天没睡好， 明天状况会很
糟 （平常心看待睡眠 ） ；
误区三： 睡不着时 ， 躺
着也是休息 （无法入睡，
离开房间会更好）； 误区
四： 11 点前要上床， 配
合肝脏排毒时间 （维持稳
定作息， 比特定的时间来
得重要）； 误区五： 喝酒
是有效的助眠方式 （刚开
始可能有效， 长期无效又
伤身）； 误区六： 晚上没
睡好， 白天可以多喝咖啡
提神 （喝太多或太晚喝，
该睡时更睡不着）； 误区
七： 平日睡不够， 可利用
周末补眠 （周末补眠， 不
宜太多， 会引致周一症候
群 ）； 误区八： 保持卧室
完全无光， 能够帮助睡得
好 （早上要让阳光能入
屋， 保持生理时钟正常运
作）； 误区九： 吃安眠药，
必然会戒不掉 （停药后睡
不好很正常， 给身体适应
的时间）； 误区十： 睡不
好是因为寝具不够好 （寝
具的影响有限， 太在意反
而干扰睡眠）

学会自我控制 失眠
者上床准备睡眠时， 大脑
反常兴奋而难以入睡， 刺
激控制治疗的目的在于纠
正这种不良条件反射， 重
新建立床与入睡之间的条
件反射。 具体做法 ： 卧
床仅仅是需要睡觉时去做
的 （促进卧室环境和睡意
间的正性相关）。 只有有
睡意或者到了规定的睡眠
时间才卧床。 当卧床不能
入睡时要起床并离开卧
室， 可进行冥想等放松活
动， 不要一直躺在床上看
书， 只有当有困意时再回
卧室。 无论自我感觉夜间
睡眠质量如何， 每天定时
起床 （调节机体适应规律
的睡眠-觉醒节律 ）； 白
天避免睡觉， 即使需要午
睡 ， 时间都必须控制在
30 分钟左右。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主任医师 陈景旭

如何减轻孩子的分离焦虑？

人为什么都爱凑热闹？

失眠的自我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