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知探索

一位抑郁症患者的母亲曾问我：
“我已经非常努力地去和孩子沟通了，
但是她不理我，怎么办呢？ ”

我问这位母亲：“你是怎么做的
呢？ ”

她：“她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我就
坐在旁边陪她看。 ”

我：“你做得很好。你们有交流吗？”
她：“我问她电视里演的是什么，她

说我很烦。 ”
我：“你看电视的时候喜欢别人在

旁边一直问你吗？ ”
她：“不喜欢。 ”
很显然，她选择了一个不好的沟通

时间，孩子看电视的时候，并没有对母
亲的需要，但是母亲的“关心”却打扰到
了孩子。 我给的建议是，她可以找其他
的时间和女儿进行情感沟通，在女儿空
闲的时候， 去女儿的房间， 向女儿道
歉———“妈妈曾经对你的情绪没有很好
地关注，对你造成了伤害，妈妈对不起
你”。

但是，很重要的是，请家长们不要
期望自己的一次道歉就能换来孩子的
原谅。 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孩子的谅解，
我们也要有真正承认错误的勇气和弥
补错误的决心。 我甚至听过一些例子，
当有些家长认为自己已经改变了对待
孩子的方式， 而孩子对家长的关心爱
答不理时， 有的家长感到自己的努力
碰了“一鼻子灰”，反倒会大发雷霆，指
责孩子好不吃赖不吃， 是个白眼
狼———这是极其错误的做法， 这样会
把明明有修复机会的亲子关系推向彻
底没救的深渊里。 如果是这种情况，强
烈建议家长们自己要接受心理治疗，
因为这说明这些家长自己有“难以承
受挫败”的心理困难。

此外，你需要停止要求已经患病的
孩子“表现正常”。

有很多孩子正在接受咨询的家长
会向我埋怨孩子，“他（一个患强迫症的
孩子）为什么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收拾
桌子，桌子为什么一团糟”；“她（一个因

抑郁症休学的孩子）为什么不去上学而
整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这些指责，成为父母单方面的情绪
发泄，不仅对孩子没有帮助，反而会使
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家长需要理解的是，孩子“不正常”
的行为正是他们的症状之一，而不代表
孩子有着顽劣的个性。比如上述把桌子
搞得一团糟的男孩，当我和他聊起这部
分时， 他说他觉得收拾桌子很痛苦，因
为如果他一旦开始收拾，就需要按照非
常僵化的规则去收拾，比如东西一定要
按照某种顺序摆放，这就会花特别多的
时间。 但是他现在要准备高考，没有那
么多时间去收拾桌子，因此最好的解决
办法就是让桌子乱着。

其实在我的眼里，这个孩子没有把
桌子非得收拾得符合他原本的强迫性
的规则， 已经属于症状上的改善了，而
父母的要求和责备，实际上反倒是把孩
子往更严重的强迫症状推了一把。

闫煜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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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我们都被“锦鲤”催眠

来访者小 A，大三在读，在咨询中反复
提到别人的幸运与成功：“要是我也这么幸
运该多好呀！ ”“我怎么就没这个命呢？ ”

听到这些话， 我问道：“那你能举个
例子吗？ ”

她说：“我喜欢打网球， 前阵子有个
省级大学生网球赛。 比赛前夕，听同寝室
的室友都在讨论‘幸运锦鲤’，好多同学
都去蹭好运。 有个女生在一次专业考试
中顺利过关了； 还有同学跟男神表白成
功了。 我就想比赛快到了，我也去蹭蹭运

气吧！ 本想着有了‘幸运锦鲤’我一定不
会再失败了，结果却频频失误，成绩表现
还不如以前，怎么别人都可以蹭好运，我
就那么倒霉呢？ ”

我又问：“你说的那两个同学， 你认
为她们的结果和‘幸运锦鲤’有着多少直
接关系呢？ ”

她继续说：“我说不好， 反正之前她
们一个到考试就紧张， 一个暗恋系草两
年都不敢说。 ”

无论是考试顺利通过， 还是表白成
功，或是比赛失利，其实和“幸运锦鲤”并
没太大的直接关系， 当我们很在意某一
件事情的成功与否时， 习惯性地会期待
通过某些祝福或有美好寓意的事物，给
自己心理上一份保障。 这也许就是大家
都想去蹭“幸运锦鲤”的原因。

很多人不认为自己有被催眠的经
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在被

无时无刻催眠着， 你就是你自己的催眠
师。 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无时无刻
都在给自己暗示， 催眠只是暗示的一种
手段和技术。 案例中提到的通过考试和
表白成功的两位同学， 她们在蹭运气的
同时， 内心也许得到的是一份积极的暗
示：准备考试的心态放平稳了，想表白的
更有勇气了。看似没有做什么，心理上却
有了很大的不同。

而消极暗示就像案例中的小 A 同
学，越是想做好，越是糟糕。 一方面担心
自己再次失败， 一方面又心存侥幸地将
希望寄托在“锦鲤”的身上，却没有为比
赛做任何努力和准备。

那么如何调整我们消极的心理暗示
呢？

第一步，改变认知信念。“幸运锦鲤”
仅仅是人们对于美好结果的一种祝福和
期待，但不等于有它就万事大吉了，对于

带有积极心理暗示的人来讲， 有了它的
“保佑”更多的是增强了我们付出努力的
决心和面对困难时的勇敢心态， 这些整
合到一起才是决定事件结果的因素。

第二步，调整情绪。 每天早晚拿起你
手边的一支笔或一根筷子， 横着用牙咬
住，对着镜子看上自己十分钟，你会发现
镜子中的自己一直都在笑， 记住这个笑
容，并坚持长久的练习，它会让你的情绪
也变得更积极。

第三步，行为调节。 每天至少记录 3
件让你感觉舒服或喜悦的事，无论季节、
天气变化，朋友聚会，美餐一顿，还是被
表扬，甚至是偶然感触，只要是积极、美
好的都可以记录下来。

当你变得越来越积极的时候， 你会
发现你身边的很多人和事都变成更加美
好、更加顺利。

朱凌霞

拨正心弦

近年来， 随着亲子产品的异军突
起，开始出现一些有关“陪伴”的标语。
比如，“陪伴是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爱，
是陪伴”……但“陪伴”，是不是陪着孩
子就够了呢？我不禁想到有个一年级的
小朋友，他每天做功课的时候，妈妈都
会“陪伴”他，他做每一道算术题，妈妈
也在心里陪着他一起做， 一旦他做错
了，妈妈就会敲一下书桌以示提醒。 这
种陪伴，是不是最好的教育和爱呢？ 显
然不算，但这却是当下社会，父母“陪
伴”孩子最多的形式。

当孩子会跑、会跳，开始接触这五
彩缤纷的世界，他们不像婴儿期那样依

赖父母，需要寸步不离的呵护。 当发现
有兴趣的东西，他们或许会放开父母的
手，独自往前冲，去了解这个未知的世
界。此时，父母的陪伴并非简单的跟随，
而是为他们打开通向这五彩世界的大
门，引领他们去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相
对应的，也对这一阶段亲子沟通提出了
全新的要求。

事实上， 陪伴绝不等同于不放手，
且常伴随着适时地放开手。 父母陪伴
孩子成长， 引领他们认识并融入外面
的世界，但不能替孩子去认识和融入，
因为那是孩子自己的人生。 我们身边
很多父母为孩子考虑太多、规划太细，

其实就是过度参与了孩子认识和融入
世界的过程，有时反而为孩子的发展设
置了障碍，不利于他们的整体发展。 所
以， 对孩子经历和成长过程的高度关
注，应该是在孩子遇到问题、瓶颈时给
予成年人基于智慧和经验的建议，是情
感上无微不至的关怀。 换言之，在亲子
沟通中，父母应该授以孩子明辨是非的
能力，也就是基本的价值观，同时又不
能局限孩子的思维和发现事物的“眼
睛”。 让孩子明白人类具有普适性的
真、善、美，同时给他们自己去发现、认
识、辨别的机会。

漫小七

豁然开朗

陪伴的意义：引领孩子认识世界
初入职场的小陈，是一个热

心肠、乐于助人的同事。 在乐于
助人的背后，也有着希望和同事
搞好关系，在单位获得认可的良
好愿望。 但风风火火的传达方
式，常常引起同事的不舒服和防
御，反而让自己受到了冷落。

我们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大
概都经历过这样的事：在自己上
学时间， 妈妈悄悄将自己的书
桌、卧室整理得干干净净。 等自
己回来后，屋子大变样，妈妈按
照自己的分类方式归置了所有
东西。 那些重要的模拟试卷、写
了一半的日记、写好解题思路的
草稿纸……很多东西都找不到
了。我们看到妈妈为自己的付出
和爱， 不便责怪妈妈的好意，但
这份帮助，又确实给生活平添了麻烦。

事实上，我们在着手做的事情、我
们生活的空间、 我们人生的规划和选
择……这些都是我们个人边界的一部
分。当这一边界被在我们没有许可的情
况下被贸然闯入、 贸然干预的时候，会
激发我们捍卫自己领地， 争夺对自己

“领域”控制权的本能，这也正是我们在
捍卫属于我们自己的边界。

所以，就像是妈妈在进入孩子的房
门前先敲门一样， 当我们想提供帮助
时， 确认清楚对方是否愿意接受帮助，
希望得到怎样的帮助， 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好像在说：“你依旧是你生活和工
作中的主人，我想要来到你的领地帮你
一起做事，你是不是愿意呢？ ”

在别人恰好需要的时候，提供恰到
好处的帮助，助人行为才能发挥它恰到
好处的作用。 路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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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清吧

趣知

撒谎的孩子有出息
国外研究发现，50%3 岁孩童会说

谎，4岁会骗人的占 90%，12岁的儿童几
乎都会撒谎。孩子撒谎，其实是认知发展
的标志。认知功能发展越健全的孩子，说
谎技巧就越高明，因为他们有办法圆谎。
孩子撒谎有可能是早慧的体现，这些人，
成大以后更可能成为领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