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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正心弦

学生干部：学习与工作能否兼得？
本报记者 王燕
案 例

高二年级的小李是学生会
主席，也是班长，团支部书记和
班主任会经常找他帮忙做一些
事情，对此，他很乐意。 但有的
事情办的效果不好， 或者超出
他的能力范围， 老师们不会怪
罪出问题的同学， 而会责怪他
办事不力。“
现在正是学业繁忙
的阶段， 我觉得学校和班级里
乱七八糟的事太多， 影响了我
的学习。 上次月考成绩出来后，
看到我成绩下降， 父母也开始
劝我退出学生会。 ”烦恼的小李
向记者表示：“我找过同学，希
望他们和我一起分担， 但每次
他们都说，‘这是学生会主席和
班长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有
时候真的很想一走了之， 只管
自己的学习。 ”小李该如何让学
习与工作二者兼顾？

郭玉良，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岳阳县中小学心理教育
指导中心主任，岳阳县一中学生发展中心主任。
“
国培”
“省培”班心理健康教育与班主任专业课
程培训授课专家。
本期专家
案 例 分 析

专 家 支 招

小李这种心理和情绪在学生干部中很有代
表性。 一方面他们感到学生工作和学习有冲突：
班级事务繁杂，分散精力，影响学习效果；有时
工作任务和上课时间冲突， 致使学习进程受影
响，天长日久学习被动；当学生干部难免和同学
有摩擦， 如处理不当影响同学关系和自己的心
情，也会影响学习；加之家长认为，当学生干部
耽误考大学得不偿失……所以一部分学生干部
想打
“退堂鼓”辞掉学生干部职务。 但另一方面，
他们担任学生干部的初衷是锻炼能力、 培养综
合素质、服务班集体、满足自我价值感，所以他
们又不想放下学生干部工作。 这样的矛盾心理
让他们苦闷烦恼。

学生干部想要学习、工作、课
余生活和谐共处，要做好三点。
调整正确的思想认识 表面
上看， 当学生干部会影响学习时
间， 但学习成绩不是靠拼时间才
能提高，重要的是提高学习效率。
学生干部若以身作则， 在学习上
为同学做出榜样， 会激发学习热
情，提高单位时间的学习效率，学
习成绩反而会更好。
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 学生
干部也是成长中的学生， 所做的
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

的认同。 勇敢面对工作中受到的
委屈，保持良好的心态，学习、工
作和生活就会开心。
找到最佳平衡点 虽然做学
生干部不可避免地要耽误一些时
间， 但是能培养出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学习能力。 从形式逻辑角度
看，时间是个常数，8-1 小于 8（学
生工作用去了一小时， 学习时间
就少了一小时）。 但从辩证逻辑角
度看， 提高了单位时间的学习效
率，便出现了 8-1 大于 8 的好效
果。

养 心 时刻

被爱的感觉是自己给的
很多人控诉自己身边的人：“为什么我
为他做了那么多，他却对我不好？”事实上，
这跟对方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是自由、有力
量的，可以选择去做自己想做的，也可以拒
绝自己不想做的。
“控诉人”之所以这么痛苦，是因为他
们在做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疲惫和委屈，因为
他们害怕，觉得“如果我不那样做，他就会
不喜欢我了，就会离开我了。 ”于是，在这样
的信念中，就不断压抑、忽略自己的感觉，
无法让自己停下来。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半自传的书，作
者是一位法国的作家和身心灵导师。 其中
有一个关于她亲身经历的故事， 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年， 她与一个才华横溢的男人相
爱了。 在相爱的那三年，她的整个世界有了
非同一般的意义。 直到有一天，这一切戛然
而止。 那天，她在家打扫卫生发现一个暗箱，
箱子里有很多信件。 信件的内容是男友和另
一个女人的交往过程——
—男友和她交往的同
时还在和其他女人交往。
她感觉过去这几年自己的幸福简直是
个笑话，这个男人从未全心全意爱过她，她
一直生活在谎言中。她痛苦到了极点，她决
定自杀。
她来到海边，慢慢走向大海深处。当冰
凉的海水刺激到她的双腿时， 她内心深处

突然闪出一个问题：如果他从未爱过你，那
你感觉到的爱是真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问题。 她停了
下来，然后，答案出现了：那种幸福、被爱的
感觉是真的，无法否认。 也正是因为那份感
觉太美好了，当它失去时才令人无法接受。
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他从
未真正爱过你， 那你感受到的爱究竟是从
哪里来的呢？
她呆呆地站在海水中，寻找着答案。 最
后，她没有别的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
—
这爱的感觉是自己给的。
就在答案出现的那一刻， 她意识到所
有的感觉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无论是
“
被
爱”还是
“
被伤害”的感觉，统统都是自己创
造的。 这一刻，这个女人觉醒了。
周梵

知 心 小屋
最近有个朋友得了抑郁症， 正在吃药
和接受心理咨询。
我们大学时就认识了，她健谈开朗，很
照顾他人的感受。 如果不是有心理学基础，
恐怕我在听到她得抑郁症的消息后， 也会
相当讶异。
随着我和她聊天的深入， 我才发现她
随和的外表下， 压抑了很多不舒服的感受
没有说。
她对睡眠的光线和声音非常敏感，大
学住宿舍时，有个室友总会在深夜，突然打
开台灯和男友视频……生物钟被打乱，她
总要辗转几个小时才能入睡。 她想过和室
友说，但怕室友不开心，所以话到了嘴边又
憋回去了。 她说服自己：“体谅一下室友异
地恋的不容易吧。 ”
过了几个月，她接受了这个事情，每次
室友一开台灯， 她就听着歌看着天花板，越
看越清醒。 直到大三下学期，因为检查出了
身体的毛病，需要持续休息，她才找了个理
由搬出去。室友至今都不知道她因此失眠了
那么久。 这种模式一直在她的生活中运行。

不隐藏攻击性
大学社团里， 随和的她常被叫去做一
些别人不愿意做的辛苦活。 她做了几次也
觉得不开心，但说不出来。 她安慰自己：“
反
正我闲。 ”
工作后，领导定了过高的目标，她不敢
反驳，拼命做却总也不达标，最后挨骂；同
事甩锅给她，她不敢站出来说话。
几段恋爱也总不疾而终。 每段恋情到
最后，都是因为累积了太多失望，感情变得
越来越淡。
“你不舒服为什么不说？ ”当我问到这
个问题时，她下意识地回答：“说了没用，还
更糟糕。 ”
小时候的她常受欺负， 回到家哭个不
停。 妈妈指责她是没用的爱哭鬼。 慢慢地，
她就不哭了。 而她的弟弟小时候性格直率，
经常因为
“
顶撞”爸妈被打。 这些经历都在
告诉她，不舒服、不开心、愤怒，都不能说。

一旦表达出来，就会被鄙视和嫌弃，甚至会
被对方给打压下去。
于是每一次愤怒、委屈喷涌而出以前，
她就马上退了回来。 但这种暂时的平静，隐
藏着更大的危机。 心理学上把这种试图释
放攻击的动力，叫做攻击性。 这是一种人的
本能。
一个人的攻击性， 如果不向外释放的
话，就会转向攻击自己，没有第三个出口。
当攻击性被认为是好的， 被允许表达出来
时，我们会学会如何合理地表达。 例如温和
地拒绝别人、坚定地表达愤怒，合理地划清
边界。
可是，当它被认为是一件不好的、不被
允许的事情时，可能会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
转向自己。 朋友不断自我压抑和合理化，成
了一个老好人。 边界不断被侵犯，没有保护
自己的能力，内心却积压着负面的情绪。 另
一个结果，是不合理地释放，这将会带来巨
大的摧毁或分裂。 当攻击性从小被无限地
压抑， 这个人只能走向这两个结局——
—抑
五花鹿
郁或者摧毁。

心知
最新研究发现，如
果对方不在跟前，他的
谎言会比面对面的时
候更容易被拆穿。
该研究的第一作
者 Amy-May Leach 博
士解释说，当看不到说
话者的脸时，人们会被
迫地将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更有诊断性的线
索上，例如听话语中的
停顿、重音等。
在美国、英国及加
拿大的法庭上是禁止
带面纱或头罩出庭的，
因为法官相信，判断一
个人是否说谎，看脸部
表情非常重要。而 Amy-May
Leach 博士却认为这个想法是
错误的。
为此，研究人员组织了两
个实验， 被试总人数达 523
人。 实验中，他们设置实验组
和控制组， 实验组中的证人
戴上面具或面纱， 而控制组
的证人则没有戴面具或面
纱，并将他们随机分成两组，
分别测试比较两种情况下人
们辨别谎言的能力。 通过实
验，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谎言
识破率并不会因为带着面具
或面纱而受影响。 实际上，在
证人戴着面具的情况下，观
察者识破谎言的准确率比不
戴面具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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