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拨正心弦

面对高考志愿的选择，究竟是从心
还是从众？ 问题抛出来，很多年轻人可
能会很爽快地回答：当然是选自己喜欢
的啦！ 但是再仔细琢磨，自己喜欢的和
追求的，究竟是源于真实的自己，还是
源于别人眼中的自己？

我们的目光很多时候都是关注别人
的称赞和期待，以至于本末倒置，一不小
心就将自己的初心迷失在各种追名逐利
之中， 我们奋发拼搏地争取到别人各种
艳羡的目光之后，却感觉不到快乐。

别人认为应该追逐的那种光鲜亮
丽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目标，如果不是自
己想要的、自己喜欢的、自己擅长的、自
己享受的，那么只会收获肤浅而短暂的
快乐，看起来很不错，实际上很空洞。就
好像内心渴望身边有一个忠诚而体贴
的伴侣的你，嫁了一个传说中的“高富
帅”老公，结果因为他终日忙于应酬和
讲究排场而常常忽略了你的感受，给予
不了你最渴望的陪伴，以至于你不能够
真正的感觉被爱和感到幸福。

我们尝试在“选择更贴近真实自我
的答案”与“符合社会期待的完美塑造”
之间取得平衡， 最后往往只能搪塞一
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们没办法

不介意别人的眼光。 虽然无法取得平
衡， 但是我们可以分出主次。“从心选
择”和“大众选择”不一定是对立的，关
键是自己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最看
重的是什么。

面对高考志愿的填报时，在征求身
边亲朋、老师建议之后，“全面了解和评
估自己”对高考生的这次选择就显得非
常重要。 我想要、我喜欢、我擅长、我享
受的那些事情和我的真实感受，才是属
于你自己的，我们可以活成被人羡慕的
样子， 但首先要活出自己本来的模样。
别人的称赞可能只能让你开心一阵子，
但是自己对自己的肯定才是真正的快
乐源泉。 壹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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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家长向我咨询：孩子
很内向，尤其在人多场合，胆小
不爱说话，这可怎么办？ 我常反
问他们：“你自己是一个爱说、爱
表现、性格外向的人吗？ ”我自己
就不是。

我清楚记得，小时候，家里
来了客人， 我死活不肯进屋，躲
在仓房里， 直到客人走后才出
来；春节拜年，父母让我叫那些长辈，我
怎么也叫不出口， 我宁可不要红包，也
不肯走亲戚。 很庆幸，当年父母没有强
迫我，我也乐得躲进自己的壳里。 慢慢
长大，到后来参加工作，采访、直播，虽
然还打怵，但不再逃避。我想，一切大概
都会自然而然地变好吧。

对于儿子，我非常能体会他不想表
现的心情，很无助、很纠结、很自卑，也
很折磨。 如果父母再威逼，也许会加重
孩子的痛苦，造成逆反情绪。

我想，家长们不妨明白一点———你
的强迫，可能会卡住孩子。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负强化”，就是
你越盯着孩子， 孩子反而会越胆小内
向。 你揪着孩子胆小的“缺点”不放，孩
子可能偏偏就卡在那里，动不了。 时间
久了， 孩子可能过不了那个心理关，望
而生畏，更不敢表现。其实，想让孩子大
胆一些，不妨说一句：“等你准备好了。 ”

等你准备好了再表演。
等你准备好了再发言。
等你准备好了再参加……
让孩子感受到，他不是不行，只是

暂时没准备好;让他了解到，你对他是
有期待的，但他仍然是主角，仍然有说

“不”的权利。 短短一句话，孩子不会因
不想表现而自卑， 更能感到你的鼓励、
你的宽容、你的温暖。 徐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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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刚入职的应届毕业生都会有
焦虑的症状， 由于要面对从学生到社
会人身份的改变， 需要适应新的工作
环境，不仅需要熟悉业务，还需要建立
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 如果一入职就
被委以重任的话， 会感觉更加难以承
担，慌了手脚。 特别是心理承受力差的
人，就容易产生焦虑心理。

焦虑分为心理性焦虑和躯体性焦
虑。 心理性焦虑表现为紧张、多虑等；
躯体性焦虑表现为失眠、心慌、出汗、
食欲不振、肌肉绷紧、胸闷甚至呼吸困
难。

刚入职后的人群焦虑往往会体现
在白天工作时注意力下降、 工作效率

低、反应迟钝等，夜里则会不经意的胡
思乱想，导致辗转难眠，第二天白天继
续焦虑，恶性循环。 入职焦虑的过程也
是个适应工作的过程， 一般不会持续
太久。 如果上述症状超过 6 个月以上
没有好转，才会诊断为焦虑症，这就需
要进行系统的治疗。

那么，如何驱走入职焦虑呢？ 可以
用改变生活方式、心理疏导、自我排解
等方法来缓解。

具体来说，推荐“4-7-8”呼吸调整
训练。 整个过程中， 舌尖需抵住上牙
膛，呼出肺中残留气体；闭口用鼻缓缓
吸气，同时从 1 数到 4；保持此姿势，屏
息数到 7；大力呼气，从 1 数到 8。 如此

重复 3 次。 还要学会转移注意力，把注
意力从想转到行为上。 这在心理学上
是非常通用的缓解焦虑方法： 行动力
越高，焦虑症状越轻。 在行动前，先分
阶段给自己制定计划列目标， 合理规
划时间。 每个小目标完成后，内心必然
会产生一定的成就感， 此时的焦虑感
也会逐渐减轻。

韦启雯 刘敏

心灵清吧

心知探索

选专业，从心还是从众

初入职场该如何解决“入职焦虑”

“老师，我已经大三了，心里特别
纠结，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想找您聊
聊……”这是小可（化名）走入心理咨
询室后说的第一句话。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文静的女生， 已经纠结了很长时间
了。随着大三即将结束，最后一年大四的
生活即将开始， 小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
焦虑之中———毕业之后要做什么？

“老师，我真的很纠结，不知道毕业
后该何去何从……”

“你觉得你毕业后都有哪些选择呢？
说来听听吧。 ”

“第一个选择， 是考研或者申请保
研，我学习成绩还行，考上研究生还是有
一定把握的， 但是， 现在网上的各种消
息，都说研究生毕业之后找工作更难，研
究生上了也是白上，继续读博，就更不好
找工作了……我也可以开始准备申请出
国留学。 现在开始准备的话虽然有点晚

了，但还来得及，去美国比较好，但是学
费和生活费太贵， 如果不能申请全额奖
学金的话，我家里恐怕负担不起。 去德国
还得重新学德语，德语好难，而且德国硕
士要读 5 年，加 1 年语言的话就得 6 年，
时间太长了。 英国、 澳大利亚应该还可
以，硕士比较短，2 年不到就能读下来，但
是……”

看着滔滔不绝分析的小可， 我明白
了她内心纠结的真正的症结所在。“小
可，请你仔细想一想，然后回答我一个问
题，你内心里真正怕的是什么？ ”

思考了很久，深深叹了一口气之后，
小可鼓足了勇气，艰难地说道：“老师，我
可能真正怕的是———离开了校园， 我要
如何去面对这个陌生的社会！ ”

其实小可对每一种大学毕业之后的
可选择方向都做了详细的分析， 考研、
出国、考公务员、找工作，这些选择并无

优劣之分，只是不同
的道路而已。 而她内心中
真正恐惧的，不是该如何选择，
而是潜意识中对于校园以外的
真实社会的焦虑。 常年的校园生
活，已经让有些大学生仿佛生活在一个
特殊的虚拟社会环境中， 久而久之，这
些大学生的社会生活技能不但没有提
高，反而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甚至个
别人为了能够不进入社会，选择不停的
读书考试，为了能够继续留在校园里而
考硕、考博，将大学校园当作了内心的
避难所。 个别大学生毕业之后拒绝找工
作，宅在家里啃老，也是社会生活技能
退化甚至丧失的一种极端表现。 如何教
练存在此类心理障碍的大学生，并在日
常的校园生活中， 去有意识的创造条
件， 去锻炼提升他们的社会生活技能，
去感知真实的社会，引导他们勇敢的走

出象牙塔，是我们每一个心理工作者都
应该思考的问题。 诚然，一次咨询，不能
彻底解决小可的所有问题，但小可在咨
询后已经自己走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
内心中的阻碍一旦被去除， 迎接她的，
将是属于她自己的那份精彩。

总有一天，你要离开校园，去独自面
对这个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 不
同的选择， 只是不同的道路， 而一路前
进，是你必然要做的。

刘丽

种种就业纠结，你到底害怕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