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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扫描二维码，加
入本报“教子有方”微信群，
将您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
烦恼告诉我们，我们将在本
报“教子有方”栏目中，就最
热门、读者最关心的问题，
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或资
深教育界人士进行探讨，答
疑解惑，给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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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孩子认为“好久没有做自己”怎么办？
专家支招：听听孩子的心里话，尊重孩子的合理意愿

家长：
一向乖巧懂事的女儿，今年

如愿以偿考上了排名靠前的示
范性高中，但她现在却不想上学
了。问其原因，孩子说，以前一
直为爸妈而活，爸妈怎样开心，
就怎样做，从不考虑自己的真实
感受，慢慢找不到真实的自己，
好久没有做自己，好久没有真正
的 笑 容 ，觉 得 自 己 很“ 空 ”很

“假”，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孩
子很害怕这种感觉，压得她快撑
不住了。请问家长该怎么办呢？

案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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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本报记者 张景璐 整理）

第一，约一个轻松的环境，
与女儿推心置腹地交流，听听
她的心里话，听听她以后的打
算，而非一听到她不想上学就
暴跳如雷、批评指责，那样只
会适得其反，增加隔阂，引发
不可控的风险。如果女儿的
状态与以上的分析类似，那不
妨尊重她的意愿，以退为进；
如果女儿还有其他想法，即使
家长不支持，也请不要粗暴反
对，尝试多理解，或请第三方
具体评估。退一步想，即使父

母仍然想强势要求，女儿也未
必会听从你们的意见。

第二，深刻反思女儿“没有
做自己”的家庭成因，以及家长
的教育经历，理顺其中的因果关
系，并为将来的“果”种下新的

“因”，而非不知悔改。有时危机
也是转机，如果方法对了就会促
进女儿的心理健康成长。

第三，要明白家长对孩子教育
的效果与风险关系。即，有效果有
风险的方式，要谨慎做；无效果有
风险的方式，坚决不做；无效果无

风险的方式，少点做；有效果无风
险的方式，才可大力去做。效果的
评估，一定要以孩子的真实收获为
准，而不是家长的一厢情愿。

第四，在女儿有需求的时
候，一定放下手上的事情，把女
儿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如果她一
时还没有需求，就最好不要“嘘
寒问暖”，因为她需要独立的空
间与时间进行自我消化与整
理。也许，待女儿的情绪波动缓
解了，或理顺了自己的“心理自
我”，她又会“重回正道”。

珠海市帮达心理咨询有限公司
心理专家曹泽能：

您好，家长，您女儿的这种
情况，或与她的“心理自我”有
关。所谓心理自我，就是人对自
己心理属性的意识、情感、评价，
是认识自己内在世界的心理过
程，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何德何
能”。譬如说“我是谁？要到哪里
去？怎么去？我为什么活着？为
谁而活？要怎么活？”

我们先看看大多数孩子的
生命轨迹。

孩子从呱呱坠地到八个月
左右，她几乎没有自我意识；一
般到了两岁左右，才会用“我”代
表自己。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多
数父母只管孩子的吃喝拉撒，最
多也就逗乐一下；在两岁后，父母
才会慢慢教导孩子认识世界、建
立规则，而且父母会根据自身情
况来引导孩子。我们对世界认识
的不同，是从父母对世界认识的
不同开始的。

如果父母对孩子缺乏理性
引导，或对孩子进行严厉的教
育，甚至伤害式打骂，极可能让
孩子胆小怕事、唯唯诺诺，如同
您眼中女儿的“乖巧懂事”。当
孩子对父母“百依百顺、不敢反
抗”的时候，她的自我意识发展
就会受限，甚至迷失。

一个人从婴幼儿阶段的“生
理自我”、到儿童阶段“社会自
我”的发展，几乎由父母“一手包
办”当人生启蒙教练。到了青春

期阶段，部分父母还习惯性“越
俎代庖”，通常这个时候孩子的

“心理自我”渐渐发展了，被父母
俗称“你翅膀长硬了”。孩子会自
我反思与“自我救赎”，会对过去的
我、现在的我、将来的我进行再认
知、再整合。

好比您的女儿，当她回望自
己的成长经历时，惊讶自己似乎

“白活”：一直为爸妈而活，好久没
有做自己，觉得自己很“假”，就会
恐慌与害怕失去自我。这时，孩
子可能会感慨：这么多年来，我生
命的主人竟然不是我，我是怎么
活过来的？我要如何证明自己才
是为自己而活……

可怕的是，部分家长不认可
自家孩子，总希望自家孩子像别
人家的孩子一样“优秀”。这会
给孩子叠加压力，而家长却天经
地义认为“我是为了你好”。这
样的原生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孩
子“心理自我”的“导航”出现偏
差，轻则产生情绪波动，重则产
生心理障碍，或者带来亲子关系
恶化带来风险。

对孩子“心理自我”的发展，
父母一定要打起十分精神重视，
发挥“过来人”指南针的作用，而
不是“火上浇油”的刺激，因为14
岁至18岁的青少年容易情绪冲
动，容易发生悲剧。

就您女儿来说，可能她小时
候被父母过于控制，现在她“心
理自我”成长了，她想要“独立自
主”。

本报讯（记者张景璐）11月
21日下午，广东省第三届法治
文化节启动仪式暨优秀普法小
使者评选决赛在深圳市举行，我
市凤凰中学学生刘子煊获得“优
秀普法小使者”一等奖和最佳表
演奖，凤凰小学学生曾浩铭获得

“优秀普法小使者”优秀奖。
两位同学在主题演讲、法律

知识问答、才艺展示环节的激烈

角逐中各显神通。在主题演讲
环节，他们或以案说法，或从自
身实际出发，阐述《民法典》与生
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在问答环
节，拼手速、考反应……两位同
学从容冷静应对；在才艺展示环
节更是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阵
阵掌声。

“每天早上妈妈都会听新
闻播报，耳濡目染，我也喜欢上

了听社会新闻，关心时事。我
愈发明白要了解法律，规范自
己的习惯和思想，《民法典》就
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
刘子煊说。

“今后我将更加刻苦学习，
勤奋上进，努力学习更多法律知
识，并且带动感染身边的同学，
不负‘普法小使者’的称号。”曾
浩铭说。

广东省第三届法治文化节在深圳启动

我市2名学生获评“优秀普法小使者”

本报讯（记者张景璐）
随着红布缓缓落下，南湾
小学“少儿国学馆”正式成
立。11月 23日下午，珠
海市香洲区南湾小学“少
儿国学馆”挂牌仪式举
行。人民教育出版社《少
儿国学》编辑部编委、珠海
四于书院、香洲区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及教师代表、
家长代表、学生代表近50
人参加活动。

“蒹葭苍苍，白露为
霜……”当天，伴随着古
筝的悠扬旋律，南湾小学
的少年们一边吟诵，一边
款款步入会场。在浅浅的
吟诵声中，书法社团四位学
子聚精会神地在宣纸上挥
毫泼墨，一曲未了，“少儿国
学”四个大字已一气呵成。

南湾小学“少儿国学
馆”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
《少儿国学》编辑部授牌
下，由香洲区教育局预算
立项拨款建设。“少儿国学

馆”将为学生学习优秀传
统文化提供合适的教学环
境和系统的课程体系，为
学校教育、家长教育以及
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校特
色发展提供优质平台。

“在学校成立‘少儿国
学馆’非常有必要。学生
从小在学校里系统地学习
传统文化课程，心里会埋
下中华文化的种子，也会
自然萌发出传承中华文化
的意愿。”珠海四于书院院
长王韦华表示，希望“少儿
国学馆”开设的课程能把
传统文化和各学科紧密结
合，通过家庭、学校、社会
三方合力，做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

香洲区教育局副局长
龚德万表示，国学经典进校
园、进课堂，能让学生了解、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懂
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意义深远。

本报讯（记者张景璐）
为了让辖区青少年能重新
认识自己和家长的关系，
调整和家长的沟通方式，
促进有效沟通，近日，前山
街道圆明社区党委在“学
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
新局”主题党日活动中，举
办了一场以“青少年如何
调整与父母的关系”为主
题的心理沙龙。

活动中，香洲区心理
协会名誉会长万晓丽先以
采访的方式邀请在场的每
位父母、孩子分别表达自
己期望父母、孩子所具备
的特点。渐进主题后，万
晓丽分别询问孩子及父
母，是否觉得自己已具备
这些特点时，举手的父母
和孩子寥寥无几。

“生命最本质的需求
就是希望被看见。不论是
父母还是孩子，都要重新
审视亲子之间的关系状
态，用心看到对方的需
求。当双方的期待有所出
入时，一定要及时调整自

己的情绪，不能让冲动和
愤怒理所当然地成为亲子
间的沟通方式。”万晓丽认
为，作为父母，需要相信孩
子的成长特点就是“变化”，
要理解青春期的情绪波
动，学会接纳自己和孩子
的平凡；作为孩子，要学会
保护自己 ，珍爱和父母在
一起的有限时光，相信父
母能变成期待中的模样。

万晓丽温和亲切的
上课方式让孩子和父母
卸下了拘束防备的心理
状态，彼此能够坦诚地面
对对方。此外，万晓丽还
鼓励亲子之间要多互动、
多表达、多用肢体语言。
在场的家长孩子无不动
容，不少父亲眼睛里都泛
着泪光。

“通过讲座，我明白了
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好情绪
管理的主人，遇事要多沟
通，共同营造和谐融洽的
家庭氛围，共同为孩子的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受访
家长表示。

前山街道圆明社区举办主题心理沙龙

青少年如何调整与父母的关系？

国学经典进校园

南湾小学“少儿国学馆”成立

“少儿国学馆”揭牌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