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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幸福，就其本身而言，是形式多样

的。是恰如其分的美好、是苦尽甘来

的满足、是无往不惧的刚强、是奋发蓬

勃的力量……可是，我们习惯了警惕

“苦难”，却从未抗拒过“幸福”。当“幸

福”的出现不被自知，而又多到泛滥，

人生便失去了蓬勃向上的力量。

生命最重要的是“体味”
之于每个人，太过谨慎的生活，

也许会让人枯燥乏味；太过华丽的生

活，也许会让人意懒心慵；太过幸福

的生活，也许会让人丧失斗志。之于

社会环境，向上的路蜿蜒曲折，于是，

父母煞费苦心地为孩子选择了一条

“坦荡”的路——循规蹈矩的风景、按

部就班的人生，以为这就是他们该有

的锦绣前程。可是，一条同样的路，

选择的人多了，路也会拥挤，不是每

一个人在前人铺设的道路上都能一

帆风顺。

对个体来说，生命最重要的是

“体味”。对社会发展来说，生命最可

贵的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应

该具有多维的意义，不仅有长度，而

且有广度和深度。如果将生命的长

度和广度看成是个体生命的共性，那

么，生命的深度则是将个体进行区分

的主要因素，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

与人的区别吧。在我看来，人在潜能

上本来是没有差距的，但是走着走着

便呈现了不同的人生格局，在这一过

程中，社会、家长、老师对学生的引导

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整个生命历程来说，是在螺

旋上升、循环往复中不断找到自我的

平衡，而不是排斥苦难、安于享乐——

这样的生活“太幸福”“太自由”，也“太

自我”。当我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片

面地追求“幸福”，久而久之，生活会乏

味，生命会单薄，人生便没有力量。“幸

福”应该是我们面对生命的状态。家

长要让孩子在寻找幸福的路上，正确

拥有幸福。用淡然接受的心态去面对

生命的长度和内容，用无畏的勇气去

主宰生命的深度，才能感受到一颗颗

饱含激情的种子生根发芽。

具有力量的人生在勇于探索的
路上

正如有诗人所吟：“没有比脚更

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宅”在

舒适区里的幸福，也许会在不知不觉

中让我们错失了这个世界的精彩、绚

烂。当我们追根求源，似乎人类所有

的文明都在不断探索前行的路上。

以距今约1.5万年前的人类神秘

的史前艺术的两次偶然发现——阿

尔塔米拉洞穴壁画和拉斯科洞穴壁

画为例，它们是人类最早的石窟壁

画。其中，阿尔塔米拉的洞穴壁画，

是在 1875 年和 1879 年，由一位生物

学家两次执著前往岩洞考察，并由他

4岁的女儿玩耍时偶然发现的。而拉

斯科洞穴的壁画，是在 1940 年，由 4
个法国少年在郊游时因为好奇发现

的。如果这位生物学家 4 岁的女儿

仍是在家人的襁褓之中，如果这 4位

少年没有迈出探寻奥秘的双脚，人类

就有可能和这些重要的“地理大发

现”失之交臂。

接纳生活的“所有”，你会拥有生
活的“一切”

生活的内容丰富多彩，而当生活

被“幸福”占据得太多，以为一点的不

幸，便是生活对自己的刁难，将生活

看得一无是处。这个时候，“幸福”俨

然成了枷锁。

现代文明高度繁荣，孩子们应该

是多么“幸福”的一代，可现实却往往

事与愿违。在我所了解的一个故事

中：一个遇到几件不如意事情的女

孩，便向父亲抱怨世事艰难，并流露

出对生活的深深失望。后来，在咖啡

调配师父亲的引导和女孩自己的多

次尝试下，她调出了令自己满意的咖

啡，从而悟出了：“最满意的生活，要

自己去经营”的道理。

因此，家长要教会孩子，面对生活

给予我们的“一切”，我们不仅要有接

纳“幸福”的能力，还要有接纳“不幸”

的能力，把自己变成最好的调配师，为

生活调配出最美味的咖啡。这样，我

们也将拥有生活最美的“一切”。

也许只有正确地拥有“幸福”，才

能美好地拥有世界。人生的路很长，

可以说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

雨也无晴”，但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

用“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的顽强气魄，让时光更深邃，让岁

月更坚韧，让人生有厚度，让生命有

力量。

建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服

务体系，是让孩子在集体的大家

庭中感受到温暖，而更为长远的

则是，营造足够温暖的小家，从

小给孩子创造身心健康成长的

原生家庭环境。

“父母是给孩子托底的人。”

曹璇认为，一个人面对困难的勇

气、自信最初来源于父母无条件

的爱。

孩子在适应居家学习、线上

线下教育衔接的诸多挑战中，如

果出现畏难、失误或者暂时的低

谷，无人理解甚至反受指责，家

庭没能成为孩子心灵的“避风

港”，那么，他的每一天都像“荒

野求生”，充满凶险。

“培养心理健康的学生，除

了学校教育，还需要良好的家庭

教育。”成都市教育局相关处室

负责人认为，怎样让我们的家庭

教育符合学生心理成长需要，需

要家长和整个社会再思考。

目前，成都市教育局通过“开

好一场家长会、建好一个家委会、

建成一个家长学校”，搭建家校沟

通桥梁。并且通过网络、电视媒

体，传播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和方

法。依托“熊猫智慧家长”栏目，

定期发布家庭教育微视频，推广

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使家庭生

活和家庭教育符合子女心理健康

的要求。近期，成都市教育局还

将与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听我说”心理访谈公益节目，让

更多家长、老师听到孩子的心声，

打破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心理隔

阂，让家长掌握跟孩子沟通的科

学方法，了解一些心理健康教育

的基本常识。

名师名校长名师名校长
讲育人故事讲育人故事

告诉孩子：“太幸福”的人生不具力量
■ 四川省中小学教书育人名师 成都市成华小学 胡琳

疫情后心理关护疫情后心理关护——

悦纳孩子悦纳孩子，，让心灵回让心灵回““家家””
“我和妈妈老是吵架怎么办？”“做什么事都没兴趣，是不是抑郁？”“‘神兽’

还不开学，家长管不住了怎么办？”……成都市中小学应对疫情心理关护热线
和网络心理辅导平台自2月10日以来，共有566人拨打过热线或通过网络进
行咨询。

“这反映出公众心理健康意识提高了。”成都市教科院德育与心理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曹璇说，并且比起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时期，我们的心理危
机应对能力有了很大提高。2019年，成都市首批学校心理辅导员A证学员刚
刚结业，今年立马就上了“战场”，通过心理热线及QQ辅导平台，给242人提
供了有效的心理援助服务，14%的危机个案来访者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及时的
心理疏导。

新冠肺炎疫情属于重大社会应急事件，在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同时，也
给每个人，尤其是未成年人造成不小的心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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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个案”与不良亲
子关系高度相关

“我要崩溃了！”QQ 上弹出这句话

时，曹璇的心都揪紧了。屏幕另一端是一

个初三女孩，她的父亲因疫情无法外出工

作心情烦躁，无法容忍孩子一丁点的玩耍

行为，要么动手、要么冷战。因为是单亲

家庭，家中无人缓冲矛盾，女孩情急之下

向成都市中小学QQ网络心理辅导平台

求助。在曹璇的开导下，女孩情绪稳定下

来，末了还留言：“谢谢老师，我知道该怎

么做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求助平台刚

开通时，并没有人打电话，曹璇还以为是

电话坏了，测试了好几遍。到了居家学习

时期，求助的学生多了起来，复课前，则是

家长的求助电话较多，焦虑“神兽”什么时

候开学，跟孩子长期相处很崩溃。

“最长亲子陪伴期，暴露出的最大问

题是亲子沟通。”曹璇说，不少原生家庭以

往就有不良沟通模式，因为亲子相处时间

的增加，矛盾进一步激化。

复课第二天，高二学生小林（化名）割

腕未遂。小林父母大惊失色，紧急求助四

川师范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

主任杨雪梅。“小林在用行动向父母表明：

我都这样了，你们不要再强迫我了！”杨雪

梅说，表面上看，孩子是惧怕学习，根源却

是孩子不相信父母能接受考得不够好的自

己。家长调整心态后，小林主动要求复课。

复课后，成都市成华区对师生的心理

健康状况进行了普查，对一些需要心理支

持的学生进行重点关注。这些学生，有的

疫情前已经医院确诊有心理疾病，有的出

现厌学、失眠等情绪和行为问题。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巨红琳是成华

区心理辅导工作专家团队成员，她发现这

些孩子对生活缺乏规划，缺乏价值感和动

力感，疫情后期心理老师的陪伴对他们尤

为重要。“家庭教育是一个突破口。”巨红

琳说，这些孩子成长中得到的心理支持较

少，不是家长不爱孩子，而是爱的方法不

科学，导致孩子接受的爱较少。比如，期

望过高给孩子带来压力，或者大量说教导

致亲子关系疏离。孩子心理出现的困扰

和疾病，往往会被家长误以为是叛逆，是

孩子为自己学习不认真找借口。

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

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

员陈秋燕根据成都市中小学心

理援助热线反映的情况，给疫

情期间的学生心理进行了画

像：线上学习的方式给了孩子

很大的自由空间，但同时，也有

许多孩子降低了对自己的要

求。而当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一

如以往，孩子却达不到其标准

时，矛盾就产生了：家长责怪孩

子不认真，孩子认为是家长不

理解自己。

“青春期孩子的身心特点，

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曹璇发

现，求助的孩子中，初中段的孩

子特别多，小学高段和高中生

也占一定比例，这些孩子正好

处在青春期。根据脑科学的研

究，大脑中控制情绪的区域在

20岁以后才相对成熟。青春期

孩子容易冲动行事，这是心理

上的高危因素。“孩子很激动

时，家长或老师千万不要硬碰

硬。”曹璇提醒，否则，孩子很有

可能发生过激行为。

曹璇认为，决定孩子是否能

够顺利度过心理危机的有三个

因素：孩子的自我情绪调节能

力、珍爱生命的意识、和谐的亲

子关系。“关系大于教育。”曹璇

说，如果家庭氛围是和谐的、健

康的，即便是面对一些家庭内部

冲突，或者外界的学习、生活压

力，孩子也不会做出极端行为。

一方面，疫情给孩子带来心

理冲击；另一方面，我们的主动作

为，能减少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

扩大积极影响，从而转危为机。

陈秋燕认为，疫情也带来了

积极影响：一方面，亲子矛盾凸显

也是孩子和家长成长、学会处理

亲子矛盾的契机，这些矛盾很可

能一直都存在，只是因为以往亲

子相处的时间被学习、工作挤压，

使得亲子双方格外珍惜在一起的

时光，掩盖了这些矛盾；另一方

面，疫情带来的机遇不仅停留在

青少年（甚至是全社会每个人）的

心灵成长层面，从宏观的角度来

说，对全国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4月，成都市教育局制定实

施《成都市关于加强返校复学后

师生心理关护工作的通知》，要求

区（市）县做好四个结合：全面摸

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摸清师生

心理健康基本情况；采取团体辅

导与个体咨询相结合，增强心理

服务覆盖面；通过线上咨询与线

下实践相结合，提升心理服务实

效性，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相结

合，构建心理健康工作长效机制。

“要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育

人全过程，落实立德树人、五育

并举的目标，培养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的人。”成都市教育局相

关处室负责人表示，成都的学生

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已形成闭

环。首先，班主任是第一责任

人，其次是专兼职心理教师，再

次，打通绿色转介渠道，将已经

出现心理疾病的学生交由心理

医生诊治。

成都市对教师进行学校心

理辅导员 ABC 三级培训，已经

实现班主任 C 证全覆盖，全市

60%的心理专兼职教师、班主

任、德育干部、德育心理教研员

获得B证，50名优秀专职心理教

师获得A证。随着《成都市中小

学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发 展 规 划

（2019—2022 年）》的发布，师资

力量还将进一步增强，成都市将

参照国际标准 1000：1 的生师

比，配备专职心理教师。

各区（市）县也积极推动心

理健康关护服务，如青羊区制定

《中小学班主任疫情期间心理防

护与心理辅导工作手册》，明确

工作规程；武侯区成立家校沟通

工作专班，开展心理健康活动月

活动；成华区启动 100场心理团

辅活动，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心理

疏导服务。

长效机制 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

心理画像 青春期孩子最需要关注

长远工程 发挥家长的托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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