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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学习焦虑症患者
□ 王志慧

心电影
电影《大鼻子情圣》的故事发生在
17 世纪的法国：男主角西哈诺是文武双
全 的 军 官 ，剑 法 高 超 ，又 写 得 一 手 好
诗。他深爱着美丽的远房表妹，却因为
鼻子硕大，一直觉得自己长得难看，不
敢表白。西哈诺得知表妹喜欢上与他
同一军团、年轻英俊的克里斯蒂安以
后，做了件奇特的事情：帮这位既无文
采也无口才的美男子写了许多情书，赢
得了这段姻缘。克里斯蒂安后来战死
沙场，女主角则进了修道院。十几年
后，西哈诺遭暗算重伤垂死时，女主角
才发现真相，这才是她当初爱上他灵魂
的那个人！
其实，不是长相丑陋令西哈诺自
卑，而是他始终没有真正接纳自己，没
有深层的自信。爱自己的人才会懂得

每当学生上学放学，学校大门口小
摊前便围满了三三两两的孩子买着各种
烧烤、小食品大吃特吃，看到这样的场
景 ，你 一 定 会 为 孩 子 们 的 健 康 安 全 担
忧。这也使得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
全，成了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对于
涉世未深且食品安全意识淡薄的小学生
来说，学校更应该是他们食品安全的“避
风港”，老师更应该是他们舌尖上的“守
门员”，那么，该如何守护好小学生的“舌
尖”安全呢？
一、寻根探因，找出问题
首先，我们得找出小学生食品安全
意识主要存在的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
原则，我们通过问卷调查、随机采访等方
式，对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同家庭层
次的小学生进行了调查，
最终发现：
1. 小学生食品安全知识浅薄。低年
级小学生对食品安全的概念模糊，差不
多一半的学生不知道“QS”，还有个别学
生认为食品与健康有关系，
但关系不大。
2. 小学生缺乏正确的购买行为。购
买食品时，绝大部分学生选择去附近的
小商店或路边摊购买。购买的食品只看
包装袋的图案、颜色等，不会注意它是否
“三无”产品。
3. 家 长 图 便 利 省 事 ，缺 乏 正 确 引

500G 的征途又野心勃勃、兴致盎然地启
程了。
这情景对现代人来说应该不陌
生。谁的电脑、手机或硬盘里没有几
个、十几个 G“可能会在某天有用”但从
来不会再次打开的文件？每当在网上
看到可以填补自己知识空白的资源，我
们会情不自禁地亢奋，毫不犹豫地“另
存为”。然而，一旦确知它已躺在硬盘
的某个位置，我们对这些资源的兴趣则
会以光速结束。
积极追求的姿态背后必然少不了
欲望的撑腰，对学业，对事业，对生活，
对未来 ，渴望一切变得更好是人之常
情。但欲望一旦超出能力可控制的范
围，人们不仅会对大量一知半解的知识
产生抗拒 ，而且焦虑情绪也会顺势而
上，
径直将自己拖入无底的黑洞。

这样的学习焦虑症患者屡见不鲜，
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我时常一边用
电脑下载着各种资料，一边对老师开出
的书单狼吞虎咽。这样的状况愈演愈
烈，直到某天在思想史的读书课上，那
位头发斑白的老师和我们分享他的读
书经验。他说，年轻的时候我每读一部
书都必做读书笔记，后来不了，因为书
读多了，单是笔记都看不完。不如停下
来，就挑几本书，扎扎实实慢慢读，思想
的变化反而更明显。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书不看就是一
堆废纸 ，公开课视频不看就是一堆数
据 ，单词不真正坚持去背就是一堆字
母。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一个月看一本
书，把下载下来的东西计入时间表。规
划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你要
明白生活的意义与目的。

坦然接纳自己
□ 谭洪岗

去爱别人。坦然接纳自己，是爱自己的
重要一环，是自信的基础。可惜，西哈
诺缺少这个基础。纵观他的一生，便能
发现一些看似有关联的背景：临终前西
哈诺在所爱的人面前喃喃自语，亲生母
亲嫌他丑陋……不过，若就此推论出
——根本原因在于西哈诺的妈妈没有
给他无条件的爱，糟糕的家庭教育毁了
他的一生，
那仍然太武断了。
“父母决定论”或“童年决定论”，都
是常见的误会。诚然，西哈诺的父母，
不曾教会他接纳自己，不过，那大体是
因为他们自己也并不懂得如何去自我
接纳和自爱，于是没法教给孩子。日常
生活中，我们不能为别人无力做到的事
情，
去责怪人家。
事实上，当西哈诺爱上美丽的表

妹，生活已经给了他改变的契机。恋爱
中人的感觉极其敏锐，感情有一点点波
折、一点点不如意，内心所有的过去的
情绪、无意识习惯都会重现。如果能早
一点发觉，很多负面情绪、对事情的负
面想象来自过去，如果能投入体验当下
正在发生的事实，打开心让新的体验进
来，那么，这会变成极好的在爱中疗伤、
在爱中重生的时机。
西哈诺不敢表白，把妈妈给他的负
面经历，投射给了表妹。他觉得亲生母
亲嫌弃他，表妹也会嫌他难看。事实真
相永远比投射和想象更有力量。一个
人能面对自己、面对事实，便可以面对
任何人。若能有一点行动去验证和确
认当前的事实，那会增加勇气，逃避只
会加强心理负担，
减弱行动力。

有这样一则社会新闻：
李先生加入了一个群聊，群
友晒手机话费余额，他也忍
不住加入其中，结果控制不
住自己，把全部积蓄几乎都
充了话费，足足充了 9 万多
元。事后李先生懊悔不已，
但为时已晚。
研究发现，人们每天都
□
会进行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
比较行为。这种行为自儿童
期开始出现，于青春期达到
顶峰。
从生理机制上来说，人
的大脑里有一组和奖赏机制
有关的神经元进行比较，这
组神经元在青少年时特别活
跃。在和别人的对比时，若
青春期的孩子得到了旁人的
肯定和认同，其大脑里负责
社交奖励的区域就会释放多
巴胺（一种神经递质），他们就会感到
非常快乐。此外，旁人的评价是青春
期孩子认知自我的重要方式，因此他
们会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从理论上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与
他人的比较对自身造成的影响理应越
来越少，但也有部分成年人仍处在“永
恒青少年”的状态，依旧需借助比较、
旁人的评价来获得自我定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避免掉入攀
比 的 陷 阱 ，可 以 考 虑 建 立“ 自 评 ”路
径。就是建立自我评价体系，即了解
自己是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想实现什
么。
唐义诚

我的好友 D 不吃早餐，偶尔翘课，
时常熬夜，对所学专业的意义持怀疑态
度。在大学校园里随便挑 10 个人，8 个
都和她相似。
某一天，我向 D 借移动硬盘，发现
500G 的空间几乎全被装满。所有的内
容分门别类，安置在十几个文件夹里。
除电影以外，其余的内容几乎都与学习
相关——公开课、纪录片、英语听力、电
子 书 …… 我 问 她 ：
“这些东西看过多
少？”
“ 不到三分之一。”她面带愧色，又
补了一句，
“花了不少时间下载，都是有
用的东西，以后可能用得到。”事实上，
那剩下的三分之二也许永远没有用到
的那一天，
我们彼此心知肚明。
几天后，听说她又买了一个新的移
动硬盘，那些在“下载”名单上排队的资
源终于找到了去处。于是，新一轮填满

总爱﹃比比比﹄，
是因为还没长大

心知

网络媒体与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建立家
长学校，
举办专题讲座等。
5. 入校、离校时播放食品安全提示
——谈小学生的食品安全教育策略
语，温馨提醒学生绷紧食品安全之弦，珍
资兴市第二完全小学 刘芳 李彬
爱宝贵生命，绝不吃流动摊点食品、
“三
导。有个别家长为了省事，经常是拿几 在师生交流中学会辨别食品好坏的方法 无”
食品和过期霉变食品。
块钱给孩子，让他们自己到外面去吃，却 ……让学生从根本上对食品安全有所了
6. 加大社会影响力。
《食品安全法》
没有很好的引导及监督，导致垃圾食品、 解。
的出台，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在食品安全
路摊小吃成了孩子们的首选。
3. 开展丰富有趣的教育活动，让食 监管力度上的提升，但还是有大部分公
二、多管齐下，
制定措施
品安全深入人心。如：学校每学期都定 民不知道其具体内容，所以，我们得呼吁
找到了原因及症状后，我们就得对 期举行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知识竞赛，丰 相关部门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相关的法
症下药，因地制宜地制定好切实可行的 富学生的食品安全常识；组织老师编写 律法规及政策，并要求相关部门依照法
相应对策。
食品安全校本课程，让学生在图文并茂 律法规，严格整治不良厂家、商家，杜绝
由于小学生年龄尚小，食品的安全 的书本中，全面了解食品安全知识；开 食品安全隐患。
认知淡薄，单纯只依靠老师的口头说教， 展趣味活动，寓教于乐，如食品袋上的
三、
明确责任，
守护安全
可能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所以我们必须 秘密、小吃大揭秘等，让学生亲自体验
食品安全大于天，而学校是食品安
多管齐下，采取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提 整个过程，在活动中增强他们的食品安 全教育的重要之地，它把握着一校学生
升学生对食品安全的认识。
全意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利 的生命健康安全。所以，作为一所学校，
1. 借助升旗仪式上的国旗下讲话， 用校园文化长廊、宣传栏、黑板报、手抄 无论是领导还是教师，都应明确责任，切
安排以食品安全教育为主题的讲话内 报、电子显示屏等，努力营造食品安全 实担负起各自的教育作用，并率先垂范，
容，在全校范围内对学生进行食品安全 氛围。
做好学生的榜样。另外，学校应完善监
教育，让老师和学生都重视食品安全问
4. 家校联手促实效。教育从来不是 督检查机制、健全校园食品安全体系，整
题，
从思想上端正他们的认识。
学校单方面的事情，在食品安全教育上， 体提升校园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
2. 各班定期开展以“食品安全记心 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日益重视食品安全 只有领导牵头，老师把守，才能全面提升
中”为主题的班会，让学生在形象直观的 的社会大环境下，家校联手，加大沟通与 小学生的食品安全意识，抵制舌尖的诱
视频、图片中感受垃圾食品的危害，在生 协作，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实效。如：给家 惑；才能防止病从口入，守护小学生的身
动形象的故事中明白安全饮食的重要， 长发放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信件；借助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如何守护好小学生的“舌尖”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