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岁的晓静上大三，最近因为心情
特别郁闷经常旷课。辅导员很担心她患
了抑郁症而出现危险情况，将她领到我
的咨询室进行咨询。

“你什么情况下不郁闷或者症状减
轻？”我想判断她是不是抑郁症。

“爸爸妈妈给我打电话，问我生活费
花完了吗？天冷了，要注意添加衣服，这
个时候我就特开心，觉得自己很幸福！”

这种表现显然不符合“抑郁症的判
断标准”，很明显与父母对她的爱有关。

晓静来自于农村，有一个小她9岁的
弟弟。据她回忆，在没有弟弟之前，她是
父母、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她就像一个
公主一样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但自从

弟弟降生后，一
家人的注意力都
转移了，对弟弟
的关爱欣赏之词
溢于言表，而她
开始被要求干家
务、带弟弟，有时
弟弟哭了，全家
人都会呵斥她，
说她不用心；有
好吃的、好玩的，
首先 要 满 足 弟
弟，若有剩下的，
大人才会考虑到
她。所以，她特别
恨弟弟，有时在
大人看不见的情
况 下 就 会 欺 负
他，可结果会招
来 更 严 重 的 训
斥，甚至会挨打。
她有时会怀疑自
己不是父母亲生
的孩子，可她长
得又很像父亲，
这些都让她感到
很痛苦、很委屈、
很无奈。

“最近家里
发生什么事情了
吗？”

“两周前，妈
妈给我打电话，
说弟弟期中考试
成绩位列班级第
三，一家人都很
高兴，并要奖励

他一台电脑，问我买哪个牌子的好。我听
后很生气，我小时候考了好成绩，最多买
点吃的，或买件新衣服，什么时候也没有
奖励过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们实在太偏
心了！”说起这件事，晓静到现在都无法
平静。

“除了因为他们的偏心，还有其它什
么原因吗？譬如，与家庭经济条件的变化
有关吗？父母对你的经济支持让你满意
吗？”

“或许吧。现在父母种植大棚蔬菜，
收入确实不错，他们给我的生活费也是
很宽裕的。”晓静似乎轻松了很多。

“不过，有时候我想，他们喜欢弟弟、
嫌弃我，或许与我个人有关，我的确不如
弟弟可爱，没有他聪明。”

“如果你认为自己很优秀，打10分，
很差打1分，你现在自我评价多少分？”我
发现晓静可能比较自卑。

“也就3-4分吧。”晓静叹了一口气，
低下了头。

“这个分数也说明你有很多优点，咱
们一起寻找吧，直到找到20条为止”。

“20条优点？不可能的!”晓静瞪大了
眼睛，使劲摇了摇了头。

“听说你学习很好，这说明你或者很
聪明，或者很勤奋。”

我首先抛砖引玉，以提高她的自信
心。不到20分钟，就和她一起顺利找到了
20条优点，她的情绪明显好了起来，自我
评价提高到了6-7分。

“现在请你理性地想一想，你的父母
没有很高的文化程度，他们或许没有感
觉到对你的伤害。他们忙于农活和家务，
还要抚养你们姐弟俩，并供你们上学，从
内心里你是否也感觉到父母其实是很疼
爱你的？对于他们对你的教养方式，你是
否能理解？”

晓静用力点了点头。我深知一个人
只有心里有了能量，才能做到考虑别人
的感受，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送走了晓静，我陷入了深思。有多少
父母知道，在生完第二个孩子之后，只有
多考虑第一个孩子的感受和需求，多表
达对他们的关爱，让其感受到父母依然
很重视他们的存在，才可能不会出现晓
静们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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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文化不高，中专毕业后学了开车，
给雇主跑长途运输，挣钱还可以。后来发
生了一次车祸，我的腰受了损伤，不宜长
时间坐着开车，妻子因此受到了惊吓，宁
肯少挣点钱，也不希望我的生命有什么
闪失。当时，女儿辰辰上小学，妻子刚下
岗，我俩没高学历，积蓄也不多，最后一
合计决定去卖报纸，因为无需太多的投
资。我会修汽车也会做泥瓦工，若是谁家
盖房子、修建院墙，我一天能挣一二百
的，当然，这属于幸运的活计，干几天算
几天，大部分时间，我在一家汽车修理部
打工。虽说挣不来大钱，但养家供女儿上
学是没问题的。

作为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我每天
奔波于劳碌之中，想尽办法多挣些钱，即
便如此，我仍是一个“无能”的父亲。辰辰
心目中的父亲应该和同学们的父亲那
样：不是开豪车的老板，就是有光鲜体面
的社会地位，最起码也得是白领阶层。开
家长会，辰辰很少邀请我和妻子去，因为
我们的装束很邋遢，一般都让她小姨去，
小姨是医院的药剂师，有一个能“说得过
去”的工作。“努力一定会成功”，经常听

到成功人士拿这话励志他人，而我的努
力换来的依旧是碌碌无为，连女儿都轻
看几分。

都说“女儿要富养”，该如何富养，我
不懂，单纯地认为别的孩子有什么，我的
女儿也得有什么，不管降生到怎样的家
庭，女儿都应该是骄傲的小公主。所以，
我尽量满足辰辰物质上的种种要求。但
女儿似乎并不领情，我们辛苦勤俭赚来
的钱，在她眼中不过是“毛毛雨”：同学过
生日，别人都拿一二百或者买高档礼物，
就我拿着一张五十的；可可家里有钢琴，
还请了钢琴家教，你们只给我报了吹小
号的才艺班，真寒酸。辰辰时常噘着小嘴
抱怨不公平，妻子为这偷偷地掉眼泪，我
则装聋作哑，满心愧疚。

女儿学习非常好，是老师同学公认
的“学霸”。辰辰明年高考，也不知道是青
春期的缘故还是高考压力大，她和我们
的话越来越少，稍有不顺心就发脾气。有
一天深夜凌晨两点了，女儿还在学习，妻
子好心劝她早点休息，多唠叨了几句，辰
辰烦了，狠狠一推手边的书本，“我有什
么资格睡觉，不考个好大学，难道将来像

你们一样生活在最底层吗？”上高中后，
女儿经常拿这类话堵我们，有好几次我
真想冲上去揍她一顿，我们不偷不抢，勤
恳劳作，怎么就成“最底层”的人了？哪有
这么贬低父母的？

我和妻子用疼爱包容着辰辰的出言
不逊，但她愈加刁蛮过分，竟然用自杀来

“勒索”我们，仿佛用她的鲜血、悲伤时刻
提醒父母：是你们没本事才导致我现在
的窘迫。女儿暑假要上学习班，一共17节
课，费用将近一万五，让我一下掏出这么
多钱确实有点为难，存折上的钱是攒着
给她上大学用的。辰辰的态度异常坚决，

“班里的同学一多半报了名，我不想落在
他们后面。”“你学习很好，用不着上这些
额外的学习班吧？”我小心翼翼地和辰辰
商量。见我犹豫不决，倔强的女儿满脸委
屈和怨恨，拿起书桌上的裁纸小刀朝着
手腕上猛划下去。所幸没有酿成大祸，但
女儿的那一刀好似剜在我的心口上，让
我更刺痛的是她的那声咆哮，“你就知道
修个破汽车，为什么不出去挣大钱？”我
无言回答。

辰辰心气颇高，给自己制定的目标
是必须考上清华北大复旦，如果考不进
其中的一所学校声称就要自杀。女儿枕
边放的都是些励志书，书中的精英“领
袖”是她崇拜的偶像。辰辰学习固然优
秀，但极端地缩小选择范围也太不成熟
了，我还没说上几句，她就跺脚拍桌子抢
白我，“你懂什么？只有考上这类名校，我
才能有更好的前途。”是啊，我连大学都
没上过，有什么权利给女儿指路呢？多挣
钱才是我的正事。然而，辰辰的学习状态
已经“入邪”了，哪怕是测验考试不理想，
她也要自我惩罚，要么延长学习时间，要
么自扇耳光，怒骂自己是“白痴”。

上个月的一个周末，女儿中午梳头时
无意发现头顶中间有一块五角硬币大小
的斑秃，吓得她哇哇大哭。赶紧带着女儿
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大事，是由精神压
力过大和内分泌失调造成的脱发。女儿闷
闷不乐，她赌气说，“丑死了，一个月若是
长不出头发，我就跳楼。”又是自杀，我最
害怕听到这话了，治病也得有个过程啊！
辰辰如此脆弱极端，我和妻子能无限度地
宽容她，而她将来如何面对繁杂的社会？
我在女儿心中是卑微的，说什么她也听不
进去，只得求助心理老师引导我女儿了。

专家援助

懂得感恩尊重比成绩优秀更重要
□ 知尘(心理咨询师“青未了·心理咨询工作室”专家顾问团成员)

女儿嫌弃我们是“最底层”的人
口 唐先生 记录：小 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辰辰成为今
日的辰辰一定与她成长的家庭环境紧密
相连，与父母的教养方式密不可分。是不
是唐先生常常对辰辰说：你要好好学习，
考名牌大学，否则你就要过爸妈这样靠
力气吃饭的日子，不念大学就没有前途。
当然，我只是这样猜测，如果不幸猜中，
那么，辰辰对高考如此大的压力就不难
理解。因为在辰辰看来，考上名牌大学是
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

在唐先生的叙说中，他特别提到富
养女儿，“别的孩子有什么，我的女儿也
得有什么，不管降生到怎样的家庭，女儿
都应该是骄傲的小公主。所以，我尽量满
足辰辰物质上的种种要求。”这种理念显
然是不合理的，物质生活应量力而行。正
因为唐先生的这种“攀比”，潜移默化也
养成了女儿的攀比心。“同学过生日，别
人都拿一二百或者买高档礼物，就我拿
着一张五十的；可可家里有钢琴，还请了
钢琴家教，你们只给我报了吹小号的才
艺班，真寒酸。”唐先生教会了女儿攀比，
却没有教会她感恩。“辰辰时常撅着小嘴
抱怨不公平，妻子为这偷偷地掉眼泪，我
则装聋作哑，满心愧疚。”为啥愧疚？作为

父母，辛苦劳作，尽自己所能甚至超出自
己所能去供养女儿，何来愧疚呢？也许，
正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愧疚，令女儿完全
无视父母的付出，把一切都当成理所应
当。溺爱，永远不是真正的爱，只能害了
孩子。唐先生真的应静心反思一下，教会
孩子感恩尊重是比优秀的成绩更重要
的。

要让孩子明白，父母是无法选择的，
亲子一场是天赐的缘分，唯有珍惜和感
恩。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父母
应首先抛弃愧疚感。学问少，赚钱少，这
些并不是错，更不应成为在孩子跟前抬
不起头来的理由。每一个辛苦工作靠双
手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的人都值得尊重。
唐先生夫妇首先要自我尊重，克服内心
的自卑。“我连大学都没上过，有什么权
利给女儿指路呢？多挣钱才是我的正
事。”如果唐先生真的认为自己没有权利
给女儿指路，那么女儿瞧不起他也是情
理之中。每一个父亲都有权利为女儿指
路，有没有能力则是另一回事。父母要在
孩子跟前树立起威信，这点很重要。一对
低自尊的父母不会教育出知足感恩自尊
自信的孩子。

辰辰的压力太大了，斑秃就是压力
大的表现。青春期的孩子，当压力很
大，又不知道如何纾解时，有时会采取
自虐的行为，割腕、用烟头烫皮肤、撞
墙、掐自己、撕扯自己的头发等等，都
是纾解体内压力的方法。面对这些孩
子，我们成年人首先要给予他们极大的
同情和包容，他们是压力的受害者，他
们需要我们引导他们学会正确的减压方
法。

我给唐先生的建议是，尽快带辰辰
寻求心理老师的帮助，高考固然重要，但
孩子身心的健康更加重要。辰辰表面的
强势缘于深深的自卑，优秀的学习成绩
是她证明自己的唯一法宝，所以，一旦
成绩下滑，她会非常恐惧烦躁。考取名
牌大学也是她想证明自己的方式，但她
存在诸多不合理的信念，这些在心理老
师的帮助下，相信都会逐渐得到有效解
决的。

停止抱怨孩子，停止抱怨自己，抱
怨既浪费时间，又影响亲子关系。每个
孩子都会长大的，给孩子时间，允许他
们在一段时间叛逆到不可理喻，在他们
需要时伸出手帮他们一把。祝福深深。

走
进
咨
询
室

﹃
与
弟
弟
争
宠
﹄的
女
孩

2014年12月14日 星期日 编辑：曾琳 美编：牛长婧 <<<< A10青未了·心理


	A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