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菲今年读初一， 她的爸爸工作繁忙，经
常到外地出差， 但是对她的学习要求比较高，
他平时回到家就会给女儿塞很多零用钱。菲菲
的妈妈是教师，平时对菲菲的饮食起居照顾得
非常周到。菲菲妈妈觉得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母
亲，可是菲菲并不认同。菲菲妈妈表示，女儿对
自己态度越来越冷淡， 有时还存在敌视的态
度。菲菲爸爸难得休假，想带女儿出去散心，可
菲菲宁愿在家看偶像剧，也不愿意全家一起出
去，连话都懒得跟父母说。对此，菲菲的父母感
觉特别寒心，他们不明白女儿为什么变得如此
冷淡？

在我接触过的青少年个案咨询中，与父母
关系疏离， 亲子关系淡漠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曾经有个孩子这样对我说，“我没有办法跟父
母在房间里单独呆着超过 5 分钟，和他们在一
起我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相信每个父母都很
难接受，幼年时期那些对父母无比依恋的孩子
变得跟父母形同陌路。

到底是什么让孩子如此冷漠？
在与菲菲的交谈中，我试图引导她，你看

妈妈那么忙还要每天给你做饭洗衣，爸爸在外
面挣钱养家，多不容易！ 他们多么爱你……菲
菲很冷漠地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谁让他们
当父母呢？ 我以后做了父母也会这样。 难道这
就算爱吗？

爱本是流动的能量，有付出也有接纳，如
果只是单向的流动，没有任何的回馈，爱就会
淤积，而接受的一方也会变得麻木，感受不到
爱。

据调查数据显示，61％的中学生认为自己

与父母存在矛盾；82％的中学生认为父母啰
嗦；认为在家得不到尊重、父母经常不与自己
交流的中学生有 15.2％。 菲菲的父母对她要求
很高，除了上学、补课之外，业余时间还要学特
长，可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菲菲内心的感受和实
际承受的能力。像菲菲这样的孩子在当今的社
会并不少见， 很多父母在对孩子的教育中，不
断用强迫的方式要求孩子提高生存技能。被强
迫的痛苦体验会给孩子的心灵带来极大的伤
害， 他们感觉父母把自己当成了“分数的机
器”，甚至觉得自己是父母满足虚荣心的工具。
这种体验使他们变得冷漠、孤独、自私、无法拥
有驾驭爱的能力，甚至种下反社会的种子。

菲菲与父母之间有效的情感交流少之又
少，她从父母那里感知不到父爱和母爱，无法
建立真正的感情支持系统。菲菲的妈妈自身的
社会角色是教师，回到家还是把女儿当作学生
来对待，除了讲道理就是说教，导致孩子越来
越厌烦和抵触。 父母对于菲菲的“补偿”，比如
带孩子出去旅游，给孩子很多零用钱等，这些
对于内心已经缺乏情感的菲菲来说不重要，因
而她表现出了极度的不领情。

如何才能让孩子学会关爱呢？ 父母要善
于向孩子索取爱。 一味付出，只会让孩子误以
为父母无所不能，根本不需要孩子的爱，这其
实无形中剥夺了孩子爱别人的机会和能力。
家长要学会向孩子索取爱，比如生病时，跟孩
子描述病痛的难受程度，鼓励孩子安慰父母。
父母尽可能地多与孩子拥抱，多给孩子尊重和
自由。

临界冰

考生在高考后身体健康易出问题，精
神健康也不容忽视。 高考结束后的三个月
时间，被称为“后高考时期”，刚从高考的
紧张、压抑中“解放”出来的考生，开始无
拘无束地放飞自我，他们彻夜狂欢、暴饮
暴食、纵情娱乐……精神上、生理上的高
考综合征随之而来。

“后高考时期”要放松勿放纵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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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班里有一
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迪迪。 迪迪妈
妈对迪迪的培养很全面， 不仅穿着
打扮甜美时尚，而且还多才多艺。

可最近迪迪妈妈却很苦恼：“迪
迪总吵着要我给她买新衣服， 说以
前的衣服不漂亮， 而且还偷用我的
化妆品。 她是不是学坏了？ ”

听了迪迪妈妈的话， 我想到了
儿子最近问我的一个问题：“帅，是
不是长得好看的意思？ 你经常夸我
帅，可为什么老师没有说我帅？ ”这
让我意识到孩子对“美和帅”开始有
了思考， 他们试图建立自己对于美的观念
了。 作为家长，要抓住这个时机———在遵从
孩子审美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孩子的审
美观提供正确指引。

蒙台梭利提出：儿童在每个特定的时期
都有特殊的感受能力，这种感受能力促使他
对环境中的某些事物很敏感，对有关事物的
注意力很集中， 而对其他事物则置若罔闻。
蒙台梭利称此为“敏感期”。 在敏感期，对孩
子进行恰当的教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刚入小学的阶段，是孩子的审美敏感期。
在这个期间，孩子对自己的形象有了自己的
审美标准， 这表现在———喜欢美的事物，喜
欢模仿大人的打扮，喜欢听到大人的赞美或
表扬等。 所以，此时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审美
教育尤其重要。

对儿童进行审美教育，首先要注意培养
他们形成美的观念，使他们能够以内心积淀
的美的知识、美的标准、美的观念去评价、衡
量、判断客观事物的美和丑。 由于美感是极
为复杂的、多种心理因素综合协调的心理过
程，这就决定了审美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
同时也使审美教育的难度增大。 为此，对孩
子的审美教育不要好高骛远，要紧密联系孩
子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因势利导，解决
实际问题。 王娜娜

家长课堂

考 生 案 例

近日，17岁的高考生小柳，在高考后，
连续十天熬夜打游戏、 一天只吃一顿饭，

“嗨”过头的他最终晕倒在电脑桌旁。 他被
家人送到医院的急诊科时， 体温高达 39
度， 肠道大片出血糜烂……无独有偶，在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又名湖南省脑科医
院）急诊科，每年高考过后都要接诊不少
因为考后狂欢引发突发病症的考生。 去年

高考过后，该医院接诊了一名精神异常的
岳阳考生小陈， 小陈在毕业狂欢后淋了
雨，一回到家，她便开始情绪不稳定，随后
精神变得异常，胡言乱语、吵闹不休，甚至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识。 庆幸的是，在医
生的专业治疗和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她的
精神意识和身体状况得到改善，一个多月
后,小陈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案 例 分 析

小柳的病症主要是由于过度沉
溺游戏引起的应激性肠道出血。 小陈
是患上了自身免疫性脑炎。 由于她很
长一段时间都处于高考压力之下，毕
业狂欢时昼夜颠倒，加上淋雨后没有
及时处理， 导致她的免疫系统崩溃，
从而引发免疫性脑炎，出现精神和行
为上的异常，语言不清，记忆产生障
碍，意识水平下降，情绪激动，甚至出
现幻觉。

胡佳庆 湖南省
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
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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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小屋

厉兵秣马 决胜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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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支 招

高考后的突然“减压”让不少学生无
所适从， 加上对成绩的预测和焦急的等
待，种种情绪交错汇集，是心理疾病的高
发期。 考生一定不能过度放纵，更不能一
味消沉，要学会自我约束，预防井喷式的
情绪失控和行为失常。

走出考场后， 高考成绩已成定局，重
要的是未来的路如何走好。 考生要试着将
注意力从考试成绩上移开，这段时间，可以
和好友结伴出游， 参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
活动， 学一两门在校时没有时间学习的课
程，使考后的等待期变得充实起来，也为即
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好准备。要知道，被负
面情绪左右， 极易陷入走不出的情绪死胡
同，引发心理疾病甚至酿成悲剧。

当考生出现低落、焦虑、绝望等情况
时，家长要尽量保持心态平和，不要一味
地批评指责，不要冷漠对待，也不要小心
翼翼、过分殷勤，尽量避免和孩子谈及考
试、分数，特别是提及其他考生的考试成
绩，以免给孩子增加心理压力。 成绩的好
坏与否， 都是孩子多年辛苦付出的结果，
家长要用平和的心态看待，及时地开导鼓
励他们，引导他们坦然面对现实，积极面
对未来，平安度过“后高考时期”。

本期专家

家有“亲情冷漠”的孩子
选择越多越不快乐

物质丰富的年代， 我们能提供给
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数不过来的玩
具、穿不完的衣服、吃不完的美食……
然而， 孩子真的会因为选择更多而更
快乐吗？

在某公园里， 一个小男孩正在安
静地荡秋千， 这时他看见旁边的滑梯
上没有人玩，他“哒哒哒”地跑过去玩
滑梯， 再看看对面玩跷跷板的小朋友
走开了，小男孩又抛弃了滑梯，冲向跷
跷板……这时另一个小女孩过来玩秋
千了， 小男孩看到后赶紧从跷跷板上
下来，冲向秋千，不让小女孩玩。 小女
孩不依，小男孩推了她一把，对此，小
男孩的妈妈生气极了：“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怎么这么贪心呢？ ”听
到妈妈这样说， 小男孩委屈地大哭了
起来。

其实小男孩并不是贪心， 而是当
他的选择比较多的时候， 他就难以从
这些选择中得到 100%的快乐。

比如，荡秋千的时候，孩子可能在
想“等下我要去玩滑梯”。 玩滑梯的时

候看到跷跷板了，又打起了跷跷板
的主意。 最后，看到有人来玩秋

千了， 孩子突然又想起了秋

千的好：“我不玩跷跷板了， 我要荡秋
千！ ”

众多的选择， 分散了孩子的注意
力，以至于他的快乐也被打了折扣，幸
福感反而被降低了。 假如孩子能选择
的东西没有那么多， 他只能玩秋千或
者玩滑梯，那么不管是玩什么，他都能
尽情地享受其中的快乐。

选择更多，还会带来一个坏处，那
就是孩子的专注力会更低。

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曾经做过
一个这样的实验：在研究中，他将孩子
随机分成两组画画。 第 1 组孩子可以
从 3支画笔中选 1 支， 第 2 组则可以
从 24支中选 1支。结果第 2组的孩子
的作品要比第 1 组孩子画的糟糕得
多。 随后，研究者们让孩子们从中选 1
支自己最喜欢的笔， 接着再试着说服
孩子们放弃这支笔选择另一样礼物，
结果第 2组的孩子更容易放弃他们所
选择的笔。

我们常常以为， 给孩子提供越多
的物质，孩子就会越幸福，实际上却完
全相反。太多选择，反而会让孩子在选
择前面乱了方寸， 不知道自己最喜欢
什么，得到之后也更不懂得珍惜。

依琳

“嗨”过头身体吃不消

预防井喷式情绪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