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辞典

想象一下， 当你站在一个非
常陡峭的滑坡上， 斜坡的底端通
向万丈深渊。 向前一步可以使你
暂时远离危险， 但因为斜面太光
滑， 不论向前一步还是向前十步
都不能阻止你终将向深渊滑去。

一篇发布在 《自然》 （Nature
Neuroscience） 杂志上的心理学论
文表示， 当人们撒下一些利己的
小谎后， 很有可能更进一步， 编
造更大的谎言。

此次试验招募了 80 名参与者
（大部分是大学生）， 要求他们帮
助一个素未谋面的搭档， 猜出一

个瓶子中的硬币数。 研究人员提
醒参与者， 实验结束之后， 会根
据猜测结果分配奖金。

第一组参与者被告知， 如果搭
档给出的猜测值小于真实值， 他们
会得到更多奖金。 第二组参与者被
告知 ， 如果猜测值小于真实值 ，
他们和搭档会得到相同的奖金金
额。 而第三组参与者被告知， 猜
测值的准确性， 如果猜测值小于
真实值， 搭档会得到一笔钱。

不出所料， 一些参与者选择撒
谎。 更有趣的是， 脑部扫描结果显
示， 当人们开始撒谎后， 位于杏仁

核内与撒谎有关的负面信号会逐渐
减弱 ， 大脑会变得越来越麻木 。
也就是说， 你的大脑会做出调整，
来适应不诚实的存在， 从而减少
负罪感， 为谎言 “开绿灯”。

这项脑科学实验也侧面印证
了滑坡效应的概念。 滑坡效应也
被称为 “滑坡谬误”， 指的是一旦
开始便难以阻止或驾驭的一系列
事件或过程， 通常会导致更糟糕、
更困难的结果。 因此 ， 明智的选
择是， 从一开始就杜绝谎言。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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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效应

给孩子距离合适的家庭关系
初二学生华子在学校学习积

极、 待人友善、 尊敬师长、 积极参
加集体活动 ， 可一回到家就不舒
服， 看着父母就来气， 无论谁开口
都能惹毛他。 他的家庭情况是： 父

亲长年在外， 母亲全职陪伴。 母亲
在教子方面有时感到无助， 内心对
丈夫心存怨气， 有时会把怨气发在
儿子身上， 父亲看到儿子成绩不理
想就责怪妻子 “连孩子都管不好”。

不难看出， 这个三口之家，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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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先改变自己的态
度， 才能改变人生的高度。

陈英远 作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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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个性形成往往都是被环境
塑造的， 每个人就像一个舞动得兴
高采烈的木偶， 扯线的往往是家庭
成员。 家庭系统治疗理论认为， 环
境除了物体上的因素外， 还包括天
时、 地利、 人和及各种心理因素。
家族历史甚至家庭中人际间互动与
信念， 都会一点一点地塑造我们的
所思所想所为。

家庭治疗师李维榕博士研究发
现， 心理负担过重的学生都有共同
之处：

1. 他们都是父母的宠儿， 背负
着父母的无限期待与盼望。

2. 背后有一对矛盾重重的父
母， 长期无法解决彼此的怨恨。

3. 父母对彼此没有期望， 把全
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4. 孩子扮演了维持父母关系的
桥梁角色。

上述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足为患，
但是四项条件加起来就是制造孩子
生病的方程式。 具体表现为： 有的
是内向性 （压抑）， 有的是外向性
（失控）。 处于这样的家庭心理环境
之中的孩子， 即便学业负担再轻也
无心向外。 因此， 减轻学生心理负
担， 家庭责无旁贷， 且大有可为。

学生身心疾病是个多元方程式

家家家庭庭庭减减减负负负 是关键

不难看出， 学业成就负担仅仅
是学生心理负担的来源之一 。 因

此， 调整学习时间和学习总量、 减
轻学业负担， 是远远不够的。

��家庭减负“心”法

学生身心疾病的方程式

在平时的咨询中常常发现， 一
些成绩优异的学生应对校内课业游
刃有余， 甚至名列前茅， 可仍然忧
心忡忡。 有些父母以为， 孩子是因
为学习压力大或人际关系出了问

题。 但深度了解后却发现， 问题并
没有这么简单。

从日常心理咨询案例来看， 中
小学生的心理负担来源是多方面
的， 如下表：

妻、 母子和父子的关系和距离都是
不合适的。 母亲与儿子距离太近，
夫妻关系、 父子关系疏离， 且夫妻
没有相互支持。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孩子在家里难受， 但在家庭之外的
空间都很舒服。

家庭教育中， 如果父母相互拆
台 、 埋怨 ， 父亲或母亲单方面育
人， 往往效果会相互抵消。 养育之
道如有良方， 那就是夫妻间携手并
肩相互支持。 上述案例中， 华子的
爸爸如果听到妻子的 “求助信号”，
首先不是责备， 而是关心和拥抱，
然后共同探讨教子之道， 孩子才可
能迎来心灵的暖阳。

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
对青春期的孩子， 父母不免感

觉到没有以前那么可爱和听话。 青
春期是形成自我同一性的时期， 但
往往会出现角色混乱。 他们不断探
寻 “我是谁”， 不再迷信成人的 “说
教”， 不愿意心甘情愿地服从 “安
排”。 所以， 有人形容反叛期， 不过
是因为把父母的行为及价值观都看
透了， 再不肯让大人牵着鼻子走。

这个时期， 如果父母还事无巨
细、 各种安排， 更多地会遭来孩子
的反感， 父母自身的焦虑也会传染
给孩子。 父母越不给孩子空间， 孩
子越与父母作对， 寻求挣脱。

与青春期的孩子相处， 切记 “划
清界限， 各自做好分内的事”。 孩子
做好自己的功课、 发展兴趣爱好、 拓
展自己的人际， 不用父母安排辅导
班。 父母分内的事就是不必为孩子瞎
操心， 给予孩子物理和心理空间、
信任孩子， 各自安好、 天下太平。

给孩子独一无二的目标
在功利化凸显的当代社会， 催

生出了很多 “直升机父母”。 他们
不甘心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个 “平凡
人”， 信仰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 因此不断赶超比拼， 于是
“鸡娃” 诞生了， 但自己的孩子却
“不见了” “生病了”。

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
出的多元智力理论认为， 我们每个
人都同时拥有相对独立的八种智
能， 每种智能不是独立存在， 而是
以不同方式、 不同程度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 正是这八种智能在每个人
身上以不同方式、 不同程度组合，
使得每一个人的智能各具特点。

未来世界会怎样？ 什么样的人
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世界的发展？
答案是： 不确定。 但有一点是确定
的， 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都可以
有不同的适应方式， 无论是金字塔
塔尖上的精英， 还是塔底的凡人都
该幸福快乐地生活。

因此， 不要用单一标准或主观
喜好去衡量一个孩子优秀与否， 人
尽其才、 各尽其能、 发挥所长， 帮
助孩子找到最适合的智能组合比不
断补齐短板更有价值 。 家庭 、 学
校、 社会都该为孩子提供激发创造
想象的空间和资源， 孩子未来发展
充满无限可能。

给孩子培养点“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 不是物质上的富

有， 而是灵魂的高贵。 《孩子不离
家》 一书中， 作者形容这种 “贵族
精神” 是就算吃酱油拌饭， 也要铺
上干净的餐巾， 优雅地坐着， 把简
陋的生活过得讲究。 笑容、 优雅、
自信是最大的精神财富， 这些不像
学业成就可以用来炫耀， 那只是一
种个人的操守、 一种修养、 一种对
自己的环境和身体的重视， 这种精
神让人身心愉悦 ， 带来终生的幸
福 。 纵使再沉重的学业负担 ， 在
“贵族精神” 的滋养下， 孩子的成
长也是快乐的、 充满力量的。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心理教师 孟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