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心小屋

一年前的我，看着周围的同
学在朋友圈里晒自己的录取通
知书：上海复旦，东南大学，西安
交大……录取通知书上烫金大
字金光闪闪， 双眼有些刺痛，我
抬头望向窗外 ， 深绿色的树叶
牢牢地粘在枝干上， 一动也不
动。 明明知道已经尽力了，却还
是认为自己是个没用的人啊！

那段时间，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同学
聚会，因为他们都考得比我好；不愿意
回学校拿成绩单，因为我觉得没脸面对
那些对我寄予厚望的老师们；我甚至不
想出门，因为害怕听到别人问我：“考得
怎么样？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甘心，不喜欢我的大学，这个地
方配不上我高傲的心，我也曾经这么想
过，可是总要面对啊！ 因为我不甘心一
直这么卑微下去， 所以在军训期间，我
顶着烈日参加了许多部门的面试，我想
要证明自己的优秀，我想要破土而出。

记得第一次面试的部门是学院的
社团联合会， 学姐问了我一个问题：

“如果部门的工作和学习有冲突，你能
完成工作吗？ ”那时候我真的是年少轻
狂啊，心想着：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
要拿奖学金的人， 凭什么要为你们服
务？ 于是，我用很小很小，但是很坚决
的声音说：“我不能保证！ ”然后，没有
然后了，我在初试就被刷下来了。

有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 在学校
通讯社面试的时候， 我努力认清自己
的处境，并不是故作姿态，而是我真正
意识到，即使是在一所普通的大学里，
也有很多比自己厉害的人， 如果我一
直不虚心学习， 那真的就是一辈子渺
小下去了。

“为什么你想到我们学院通讯社
的院报部来工作？ ”面试时，部长这样
问我。

“因为我喜欢写作，想成为一名编
辑，同时我也想通过这份工作提高自己
的表达能力，” 我这样回答。 半年过去
了，我渐渐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
铅字印在院报上时， 当我看到自己排
好的报纸发版的那一刻， 真的是高兴
得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想告诉所有
人：“你看，我也有发光的这一天！ ”

学弟学妹们， 高考的阵痛或长或
短，可这种彻骨铭心的清晰的痛楚，我
们都曾体会过。 你要知道，过去的岁月
永远不会回来，未来又那么遥远，在时
间的深渊中，只有自身的光芒，才能救
赎你的灵魂。 李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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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为何整天围着镜子转
心理咨询室里， 一位男孩诉说着他

的烦恼。 小许是一名重点高中的学生，升
入中学以来， 慢慢开始关注起自己的容
貌，经常围着镜子转。 今年，他无意间发
现自己长得很丑， 特别是觉得鼻子长得
不够美观，便对它实施了“残酷”的手段。
“我整天对着镜子照， 想法整治鼻子，比
如用小夹子夹住鼻翼， 想用人工的方法
使鼻子更高些。 现在，我很烦，我不知道
我的面容以后会怎样......”小许同学抱怨
道。

小许同学似乎提出了一个生理方面
的问题，实际是一个心理方面的问题。

有些青春期少男少女也许以为自己
的容貌丑得难以见人， 觉得自己在他人
心目中的形象卑下，实际上并非如此。 一
些自我感觉很丑的人， 其实不一定就是
很丑， 只是由于消极的自我暗示才形成
沉重的心理负担。 由于这种心理负担，使
其整天心事重重，精神压抑，自卑失望，
愁眉苦脸。 于是，即使本来长相不错的小
姑娘小伙子，竟似乎真的丑陋不堪起来。

这就是消极的心理暗示给人带来的不良
影响。 相反，一个长相平常的人，如果充
满朝气，富有气质和风度，那么他也会为
大家所青睐。 因为，积极的心理暗示，让
他身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而这青春的
光彩本身就是迷人的。

此外，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原因，就是
小许同学对自己的男性魅力缺乏自信。

心理治疗上有一个体形嫌恶症的概
念，简称嫌形症，主要表现为当事人很关
注自己的身体外表，心理上很嫌弃自己躯
体某部分。 最常见的嫌恶部位是，男性嫌
自己的鼻子不端正， 自己的个子不够高
等； 而女性觉得自己没有双眼皮而不好
看，脸上有斑点而不雅观，身材肥胖不苗

条等。有的人关心的不是躯体问题而是生
理现象。比如，害怕自己容易脸红，觉得很
害臊；担心自己有口嗅或者体嗅，令人厌
恶。

嫌形症多发生在青春期前后的青少
年身上。 因为这是青少年对自我形象及自
我意识最敏感的时期。 对鼻子特别担忧的
症状， 反映了对自身性魅力的不确信，或
者说，与女孩交往缺乏自信。

心结解开，往往心病就消散了。 我对
与小许有同样困扰的男孩的建议是：一
是别再为自己的鼻子自寻烦恼了。 二是
把你屋里的镜子拿掉。 三是来点积极的
自我暗示，暗示自己“我是魅力男孩”。 四
是积极地发展自我， 让自己在学业等方
面取得成绩，增强自信。 五是走出自己的
小空间，去和同学们说说笑笑。 最后是大
胆地与女孩交往。 只有在与女孩的实际
交往中， 你才会增强自己作为一个男孩
的信心， 才会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男孩
的魅力。

马志国

拨正心弦

发脾气， 很多时候是将
“不舒服”一点点积压，然后爆
发。 有人形象地说，要发脾气
的时候，往往感觉到一团怒火
在心中燃起， 然后往上蹿，冲
到头顶……

为了把握自己的情绪行
为，大家可以做的是：在体会
到不舒服升级时，即在感觉到
心中的火越烧越旺、往上蹿的
时候，按下“暂停键”，离开现
场，独自呆 5 分钟。 很多人会
选择洗手间，在只有自己的空
间里，看到自己的情绪，简单
地问自己原因（事后再来深入
了解和处理），然后深呼吸，冷
静一下。5 分钟之后，带着较为
平和的心态，再回去继续沟通
或者处理事情。 这样，往往可

以避免不必要的“情绪化反应”。
人生就是一道道的选择题，虽

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却也着实影
响着我们的生活。 重大的决定，有时
我们会用很长的时间来思考， 比如
专业的选择，伴侣的选择……然而，
总有那么些时候，突然的变故，或者
深刻的新体验， 会促使我们在短时
间内做出人生中的重大决定。 这种
时候， 常常会有一些强烈的情绪伴
随着我们。

事实上，被强烈的情绪所控而做
的决定，往往是不明智的。 如果处在
强烈的愤怒、 哀伤或者兴奋的状态
下，最好延迟做重大决定。 给自己 5
分钟的时间，让情绪降降温。 同时，
理性地思考一下， 自己想要的到底
是什么？ 做这样的决定，自己将面临

什么？ 相对客观地来
看，自己是否有能力
承担做这个决定的
后果与责任？

富国

暂
停
一
下，

让
情
绪
也
来
休
个
假

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 老师总是殚
精竭虑，倾尽所有地付出，希望自己的热
情能换来学生的成长， 却总是不可避免
地遭遇学生的不理解，甚至冷漠和怨恨。
这时，我们不妨“冷”一点，让学生自己

“热”起来。
两年前， 我接手的高二 8 班是个理

科班，首先要和学生加强了解，因此在班
级建立之初， 我抓紧时间和班上每位同
学都进行了一次谈话。 从学生们的口中
得知，小天是个很调皮的孩子。 一次在和
一位同学交谈完后， 该同学以为我还要
接着喊后面的同学， 便拍拍教室门口小
天的桌子，指指办公室。 小天不耐烦地把

笔往桌上一摔，发出巨大的声音，然后一
脸厌烦地走出了教室。 站在教室后门的
我惊了一下， 因为从没遇到过这样态度
的学生，可我尽量克制着情绪，迅速决定
对这件事冷处理。 看他出来了， 我叫住
他，并没有严厉指责他，只是淡淡地说我
看到他刚刚扔笔了，提醒他“以后遇事最
好不要这么急躁啊”，他满不在乎地答应
着。

一天天地相处下来，我并没有刻意地
关注他或者表现出对他有什么不满意，这
反倒激起了他的好奇。 并且我发现他虽然
脾气倔强， 可是性格率直， 办事能力也较
强，便有意无意地安排他帮忙做些事情，他

似乎对我的印象也不错，越来越愿意帮忙。
一次， 他来我办公室里乐呵呵地与我讨论
考试的事情， 办公室的一位老师奇怪地看
着我们。等他走后，那位老师对我说：“这个
学生高一时当面顶撞过班主任， 把班主任
都气哭了。 ”那一刻，我更庆幸自己没有硬
碰硬了。渐渐地，聪明的他从我的“冷”中看
到了“热”，自己也变得热情向上了。

在教学中，很多老师都有着恨铁不成
钢的想法，单方面地热情付出，但结果却
是热脸贴到冷屁股上。 和学生相处，总是
单方面的“一头热”一定达不到我们想要
的效果，不如暂且晾着，让学生自己理解，
主动求助。 刘必莉

“冷”一点，让学生自己“热”起来

成长研习社

“李雨辰竞争对手：高萌。 人生格言：
只要今天比昨天进步，就是成功。 ”“李睿
竞争对手：蒋文翰。 人生格言：不飞则已，
一飞冲天。”“申璐竞争对手：我自己。人生
格言：今日事，今日毕。 ”一进入高中二年
级， 班主任李老师就为学生们定下了目
标：每天进步一点点。 每位同学都在身边
为自己选了一个“竞争对手”， 而且每个

“竞争对手”的名字都被贴在教室的墙上，
完全公开。这个对手不一定是全年级第一
名，也不一定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但是
这个竞争对手一定要在某一方面值得自
己学习。

任玉同学已经换了两次竞争对手了，
她的成绩也从年级的五十名左右提高到
了三十名左右，“一开始我选的竞争对手学
习成绩在四十名左右，只比我高出一点点。
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够超过自己，超越对
方。事实证明，我做到了。下一步我的目标
是年级二十名左右。 ”付子嫣同学选了同
班同学高兴作为她的竞争对手，因为高兴
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学习习惯和为人

处世也让付
子 嫣 很 折
服，“高兴责任心强，学习特别踏实。因为选
了她作为竞争对手，我们经常一起学习，我
改掉了很多坏习惯。 ”

具体的竞争对手让学生们进步飞快，
能成为别人的竞争对手对学生们来说也
成了一种荣誉。 每一点进步，班级都有精
神奖励。 班主任李老师称，学生每超过自
己一次或对手一次，班级都会在这个“竞
争对手表”上作上标记，进步越大，名字后
面点缀的符号越多，这也是激励。

“我并不要求学生们都以年级的第一
名为目标，这样不现实，学生的心理压力
也会很大。我要他们找到的是一个非常具
体的目标，通过努力战胜自己或对手。 这
个对手可能听课比较认真、可能作业完成
得及时，只要你觉得别人在某一方面比你
完成得好，你就可以选他作为竞争对手。 ”
李老师介绍说，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激
励，但是学生们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超越
自己，产生的效果非常好。 崔莎

选个对手超越自己

心灵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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