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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病”了，父母为何看不见？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医治之道”

刚刚过去的 5 月 25 日，

是我国第 22 个全国大中学

生心理健康日，这个节日的

设置，意在提醒孩子们“珍

爱生命、关爱自己”。

现如今，学生们的生活

物质条件越来越充足，但其

心理健康状况却并没有得

到足够重视。有时，直到孩

子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心理

问题，家长才恍然大悟，却

已追悔莫及。尤其当一些

平时表现正常、甚至优秀的

孩子，突然做出极端的选

择，着实令人扼腕。

日前，本报记者走访了

部分学校的心理健康老师

和心理学专家，从家长、学

校等层面寻求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医治之道”。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在最近的一次亲子活动中，四

川某中学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张敏问家长们，你觉得你的孩子优

秀吗？结果，12位家长中只有一位

犹豫几秒后才举手，却又说不出来

自己孩子哪些方面优秀。

一位同学哭着说，妈妈只知道

我天天起得很早，却不知道我干了

些什么，在想些什么。

家长也觉得委屈，每天为生活

奔波，保孩子吃穿不愁，从小父母

也没管过，不是一样过来了么？甚

至觉得，现在的孩子受的挫折太少

了。

青少年应该背负心理承受能

力过于脆弱的指责吗？

“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能

说吃饱穿暖就行了。”宜宾学院应

用心理学教授何奎莲从马斯洛需

求层次理论来看待这一问题，人在

满足基本的吃穿生理需求后，继而

需要稳定感、安全感，需要被爱、被

尊重，以及更高层次的意义探索、

精神审美需求。

“出现不好的结果，父母就指

责孩子不争气，对不起自己的付

出。”西华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心理

学教授吴薇莉分析家庭支持时说：

“家长总是想掌控孩子，按照自己

意志成长，传导给孩子的是压力，

没有自由和尊重。”

“70 后”、“80 后”家长可能有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物质生活不是

很丰富的经历，要求子女也应该明

白生活的不易，甚至觉得子女过于

矫情了。

在吴薇莉看来，时代变了，成

长环境不一样，家长不能拿以前的

标准来要求孩子。过去，家庭子女

多，或者一个院落的孩子一块儿

玩，孩子在父母那里受了委屈或者

遇到其他事情，可以向哥哥姐姐或

者玩伴倾诉，寻求支持。

“独生子女家庭多，有的父母

又不懂青年一代成长的心理特

点。”吴薇莉说，有的父母心理健康

知识也较匮乏。

学业压力升高，也与父母辈

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根据成都市

树德中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王璐

的观察，高一学生的焦虑来自新

环境的适应，到了高二、高三，

人际关系焦虑 （交友、情感困

惑） 和未来生涯发展 （升学） 焦

虑明显升高。

青少年在家有父母、亲人，在

校有老师、同学，甚至也有网络交

友，按常理判断，他们有着多元的

支持关系网络，遇到挫折和不开

心，也有各种倾诉渠道，不至于走

向极端。“需要区分主观支持和客

观支持。”吴薇莉说，比如在家中是

否衣食无忧、是否有父母照管，在

校老师是否上好每一堂课，都可归

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则是青少

年自己能否感受到被人尊重、被需

要、被关爱。

所以，有时候看测试、问卷指

标是正常的，但学生可能自己在现

实关系中被边缘化了，找不到存在

感，没有他的角色位置。

在班上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不

擅长人际交往就可能会被边缘化；

在家中，父母没有让孩子参与家

事，只是督促孩子好好学习。青少

年感受不到被需要，自然觉得存在

没有了意义。

还有一种情况是客观支持与

主观支持背离。比如，有的家长

把自己认为好吃的东西硬塞到孩

子嘴里，本意是出于爱，但孩子

感受到的却是压抑和愤怒。又比

如，一位教书优秀的教师，学生

做错了题，他只管指出错因，不

关心学生情绪变化，学生感受不

到老师的支持。

吴薇莉分析道，主客观支持失

调后，12—18岁的青年少年极易与

环境冲突，得不到排遣，“自我认

同”失调。“学生遇事不能有效调用

身边的支持资源，客观支持就等于

零。”

张敏觉得，学校老师包括心理

健康教育教师往往能做的有限，特

别是学生表现出一些心理不健康

的症状时，警告信号已经比较危

急了。

“心理健康教育前置或心理干

预前期工作很重要。”吴薇莉说，构

建主客观统一的、立体式的支持系

统才行。这涉及父母观念的转

变、教育制度改革、师资队伍建

设、校园环境改造、社会氛围的

改善等等。

一些学校遇到学生心理危机后，才想起给

吴薇莉打电话，一接通就是“怎么办？”吴薇莉感

到很无奈，好像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干

预的老师经常扮演“救火队”的角色。

人有抗压能力，遇到挫折也有自愈能力。

医学观察表明，可能有五分之四抑郁症患者在

没有专业协助的情况下会好转。但是，目前的

技术尚做不到精确预测谁会好转。而且，就算

能好转，这个过程也十分难受。

这给心理健康工作造成难题。有的家长和

学校在缺乏相关健康知识的情况下，觉得只要

不影响学生学业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像小

艺的父母觉得孩子是在装病；还有学校认为，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平时也没干啥大不了的事情，

“娃娃哭过后不是照样吃饭睡觉和考试么？”

“要认真对待心理健康问题，就要把青少年

当成一个完整的‘人’看待，尊重他们的需求和

发展规律。”吴薇莉认为，要从心理资本角度，长

线考虑问题，做系统的改善，而不是临时抱佛

脚，只顾“灭火”，不管“起火”的原因和“防火”。

从学校角度来看，可以在师资培训和环境

建设上下功夫。在出现学生极端事件后，一定

要及时进行心理干预，让专业人士给涉事学生

做生命教育，而不是就此过去，给学生埋下心理

隐患。

成都市树德中学构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班主任+生活老师+家长”支持系统的探索，值

得借鉴。

学校三个校区一共有 9位专业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自编教材，心理课覆盖初一到高三每个

班。除了上课，9位老师还要开展团辅、心理活

动、亲子活动、家长沙龙、心理健康知识普及等

工作。班主任和生活老师充当观察员角色，以

便在早期觉察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学校开设有心理健康咨询电话；根据青年

亚文化特点，开设公共求助QQ，也时常留意学

生在QQ空间的分享；设置班级心理课代表，关

注学生心理状态，若有需要，会及时向学生提供

帮助。

“无论是班级课，还是团辅、心理健康教育展

板宣传，都会告知学生，遇到困难和不舒服，可以

向谁求助。”王璐说，告诉学生寻求帮助反而让他

看到自己的价值，学生就不会不好意思了。

乡村学校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也做了

相应的环境改造尝试。利用网络直播，在小规

模学校联盟内开齐艺体课；将学科课与生活教

育结合起来，确定为“好玩的课堂”，教学设计向

生活靠近、向生产靠近、向游戏靠近。孩子们学

起来轻松、有趣，厌学情绪明显下降。

学校还构建了一个老师沟通的语言系统，

学生不高兴了，情绪失调了，老师会问以下 5个

问题：“发生什么情况？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你准备怎么办？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要不要

我给你一点建议？”范家小学学生变得自信、乐

观开朗，到学校上学不再是一件苦差事。

从家长角度看，情绪控制，良好的夫妻关系

尤为重要。成都一缕阳光家庭教育公益服务中

心创始人巨红琳从事家庭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

10多年，在她看来，父母应该先发展好自己，把

夫妻关系处理好，才能给孩子温暖的家和稳定

的情绪。

而且，父母要做好工作、休息、个人发展、培

育子女等各项工作之间的平衡。“有的父母情感

出了问题，感到失望后就可能把全部精力拿去培

育、塑造子女。”巨红琳说，结果是子女不堪重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何奎莲认为，靠

一两次的讲座或者培训很难改变父母的观念，

可能当时听了有道理，过后又是老样子。她建

议，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公共卫生健康知识的宣

传普及。同时，可以学习国外社工组织上门服

务的经验，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在社区做长期的

成体系的培训，并提供心理咨询志愿服务。

此外，家长也应该正视心理健康问题，即使

孩子患抑郁症，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配

合医生治疗，给予孩子细致的关心，孩子就会逐

渐走出来。

仅仅关注孩子吃饱穿暖远远不够

张敏告诉记者一个案例，有一

次，她发现学生小艺（化名）蹲在走

廊一角抽泣。她赶紧上前扶起来，

把小艺带到办公室。

慢慢开导后，张敏了解到，开

学不久，小艺就发过一次病。当

时，她浑身发冷，突然倒下，老师守

着安慰了一节课才缓过来。

医学研究表明，失去生活乐

趣、自信，觉得疲惫，不与他人接触

和交谈，经常哭泣，有暴力行为等，

这些都是抑郁症的显性症状。

第二天，张敏从家长口中进一

步得知，小艺生病后，父母带她去

省城做了检查，医生说她没有问

题。父母为此很生气，觉得小艺在

欺骗他们，“不想念书在装病”，小

艺觉得家人不在乎她，不信任加

剧，她感到无助与绝望。

面对孩子的心理疾病，小艺父

母的认知和态度并非个例。采访

中，不少心理咨询教师都谈到，学

生的一些心理问题很难被察觉到，

而家长的漠视和淡然处之，往往又

延误了对孩子心理危机的干预，最

终铸成了大错。

“无意义感”是心理教师频繁

提到的一个词，这是他们与走进

咨询室的青少年交流后的强烈感

知。

随着网络通讯的发展，年轻人

获取信息的方式也与上一代不

同。有的青少年在现实世界角色

位置丧失或被边缘化后，感受不

到被需要，便转到网络虚拟世

界，打游戏或交友，或者在一些

“树洞”（网络上承受秘密、私事

的平台）倾诉。

“在现实世界找不到意义和价

值，就会用快感、痛感来代替。”有

多年为留守儿童开展心理辅导公

益服务经历的何奎莲说，“青年亚

文化发达，借助新兴媒体，相互影

响。”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任何一

环的缺失与不足，都可能酿成悲

剧。”在吴薇莉看来，学生心理健康

需要学生个体、家庭、学校与社会

构成一个闭环支持系统，对于拧得

过紧的“神经”与环境，各个环节都

松一点，就得到释放，整个系统与

生态也就改善了。

最近在某中学做心理团辅

时，一位校长向吴薇莉表达了困

惑。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平时看

起来很阳光，头一天数学考第一

名，第二天就听家长传来不好的

消息。“指标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也不可能给每个学生都测试。”吴

薇莉表示，这是心理健康工作为

难的一面。家长和学校在事后都

想要一个解释，但往往陷入自责

或相互指责中，难以揭开表象分

析问题的根源。

尊重青少年
成长的规律与时代特点

家长的漠视和淡然处之往往铸成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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