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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粉“高兴在哪里”问：
我出生在农村，年轻时靠自己

做生意打拼，闯出一片天地，后来
结婚并有了女儿。当时我和丈夫租
房子住，他是公务员，我继续做生
意，没有时间照顾女儿，考虑婆婆
家条件好，在女儿两岁时就把她放
在婆婆家由婆婆照顾，周末接回我
们自己家。女儿一直很听话，偶尔
会哭闹不愿意去奶奶家，但坚持送
去也就没事了。

我报了个班让女儿学舞蹈，她
也没反对，坚持练习舞蹈到初中。
再后来高中学习成绩不太好，为了
应对高考，就让她继续跳舞。老师
说她的身体僵硬不适合跳舞，又没
有其他办法，就改为学体育舞蹈，
应付着能有学上。可是后来发现女
儿情绪不对，不愿意上学，不愿意
出家门，也不愿意与同学接触。带
她去医院心理科看，说是抑郁了，
就让她边吃药边上学，反反复复。
最近女儿又厉害了，哭着说了很多
事情，她说自己不愿意跳舞，我们
偏要让她学舞蹈；她说小时候想和
我们在一起，可我们总也不露面，

她说我们根本不爱他。我觉得真是
冤枉，我苦争苦熬为的就是给她创
造一个好的条件，难道我的爱有错
吗？

齐鲁晚报专家团丛媛：
你的困惑其实也是很多父母

的困惑，同时也是很多父母对亲
子关系认知的严重误区。许多做
父母的童年经历过那个物资匮乏
的年代，认为贫穷是可怕的，不希
望自己的儿女再经历贫穷，因此，
他们以为只要给自己的子女创造
好的经济条件，要什么给买什么
就是给了他们最好的爱，所以忽
略了对孩子的陪伴，也不关心孩
子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其实，
父母只是一厢情愿地给予孩子父
母认为正确的东西。

作为母亲，你可能不清楚自
己的女儿为什么会抑郁，什么时
候抑郁的，怎么就抑郁了？其实原
因很简单，你女儿在很小的时候
就放在奶奶家寄养了，从儿童心
理学的角度来讲，孩子在五岁以
内不适合寄养，因为孩子长时间

离开父母会产生分离焦虑，尤其
晚上会格外想念父母，孩子小不
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就会哭闹，
哭闹达不到目的就只能被动接
受。特别听话的孩子则可能会压
抑自己的情绪，甚至不敢哭闹，
目的是害怕抚养者生气、不高
兴，可是长期的压抑对孩子来说
很痛苦。

由于情绪没有出口，有些孩
子有可能产生一些转换的行为，
就是我们所说的怪癖。比如有的
孩子咬被角，有的孩子迷恋某件
玩偶或物品等。时间久了孩子会
慢慢对父母失望甚至绝望，渐渐
地对抚养他们的爷爷奶奶产生依
恋，可是这种依恋一般在他们上
学后会又一次被打破，因为他们
必须回去跟父母一起生活上学。
这会使他们再一次经历分离焦
虑，这样焦虑就会牢牢扎根在他
们的生活里，而这份焦虑有可能
就是他们日后抑郁的种子。

你的女儿就是这些孩子中的
一个，她自小就听话，任由父母安
排，她的反抗与挣扎都被深深地

压抑了，当父母安排她学舞蹈，她
即使不喜欢也不会说，因为寄养
在她内心里是一种抛弃感（当然
父母认为那不是抛弃而是一种更
好的选择），她害怕因父母不高兴
而再一次遭到抛弃，所以只能服
从。平时大概她也很少与你们敞
开心扉，长期的压抑使她感到无
奈、疲乏、不开心，而这种不开心
不是用物质可以弥补的。尤其在
她遇到挫折以后，比如老师说学
舞蹈对她并不适合，这种不开心、
无奈会使她感到崩溃。焦虑情绪
往往始于对自己掌控不了的事情
的担心和恐惧，如果担心的事情
靠自己根本无法解决，则会转为
无奈和抑郁，你女儿抑郁也就不
难理解了。

所以父母千万不要在孩子心
理成长的关键时期缺席，要了解
孩子心理成长的真正需要是什
么，有的放矢地给予，不要自己想
当然地给予。

不能打着“爱”的旗号，以
“爱”的名义对孩子施以非爱的行
为。

【情感问答】

我对女儿的爱错了吗

□树辉

面对亲密关系中形成的诸多困
扰，当我们尝试着想要去面对、去解
决的时候，往往会充满担心，甚至有
很多人表现得十分害怕。如果这时
候有人问你，你到底害怕什么？很多
人会不假思索地告诉对方：“我当然
害怕冲突了。”很多人就在这样一次
又一次的重复中以为自己找到了真
正的问题：我是害怕冲突的，所以我
没有勇气面对冲突，更不用说解决
问题了。

先别着急给自己下这样一个
结论，我们不妨仔细问问自己：你
真的害怕冲突吗？其实你很可能
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害怕冲突，
只不过是你误以为自己害怕它罢
了。

我这样说是经过充分的观察
和深入思考的。大家可以好好想
一想一段关系最糟糕的状态是怎
样的？我相信大家会异口同声地
说出两个字：冷战。

再来仔细想一下，我们害怕
冷战到底是害怕冷还是战，还是
害怕对方用冷的方式和你战？沿
着这个方向思考，我们不难发现，
至少冷比战更可怕，为什么是这
样呢？因为在冷战中，一个人最初
表现的是冷漠，慢慢会变得冷冰
冰，最后会给你一种冷血的感觉。

你从中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一开始是感觉到这段关系被

冷却、自己被冷落了，接下来会感
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被冷处理，

然后被结结实实地冻住了。你的
心也会随之从心寒变得无力，其
实就是你无法感受到自己存在于
这段关系之中了。

所以很多婚姻之所以会破
裂，其实是被“冻”坏的。

为什么会被冻坏？是因为在
这样的状态下个体会有一种消失
的感觉，如果一个人在一段关系
中无法感受到温度，相反，到处冰
冷一片，那他需要面对的就是一
种莫名的消失感。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人为什么
如此害怕亲密关系中的冷战，相
信我们可以一下子把很多问题搞
清楚。

前两天重温了一部老电影
《海上钢琴师》，主人公1900出生在
邮轮上，而且刚出生就被遗弃了，
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但是这
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
家。当他偷偷进入头等舱，第一眼
看到钢琴时就来了灵感，接下来
的几十年他都坐在那架钢琴前演
奏美妙的音乐。

对于1900而言，那艘轮船、那
架钢琴每时每刻都在证明着他的
存在和价值。即使钢琴被收走了，
观众一个也没有了，他依然可以
挥动着手指空弹。当他结识的最
好的朋友小号手在轮船即将被炸
毁，拼尽全力找到他，想要说服他
离开时，1900告诉他：“我可以离开
我的生命，我不可以离开这里。”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里
的一切都见证着1900的存在。那一

刻作为1900的知己——— 小号手终
于明白了对1900而言，什么才是最
重要的，那就是内心深处确认自
己存在之后那片刻的安宁。

其实在1900遇到自己喜欢的
女孩儿时，在他得到一次离开那
艘邮轮的机会时，他是完全可以
离开的，而且他曾经离陆地那么
近，只需要快走几步就可以完成
自己人生中的一次飞跃了，但是
他依然选择了回到船上。

最终1900和那艘邮轮一起在
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在临别之际
悲伤至极的小号手眼含热泪，陪
伴着1900，倾听着他对自己未来生
活的畅想。

在那一段倾听和陪伴中我看
到了两个相互理解和尊重的生命
对彼此的敬畏照顾，这虽然是一
部影视作品，但是把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存在感之间
的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

关系对每个人都有着非同寻
常的意义，无论你需要怎样的关
系，其实你都是在寻求和确认自
己的存在感。

如果在你的亲密关系中有一
些始终令你无法面对的冲突和矛
盾，你或许需要换一个视角，去看
看在这些冲突和矛盾背后掩盖的
是否和你无法确认的存在感有
关？

我坚信一段健康的关系是能
够照见彼此的存在的，希望每一
个人都有福分在关系中找寻到自
己的存在感。

如今，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
关注自身的心
理健康与精神
追求。为了更好
地服务读者，齐
鲁晚报·齐鲁壹
点特成立“心理
专家团”，在齐
鲁晚报官方客
户端——— 齐鲁
壹点征集情感
心理问题，邀请
心理专家解答。

情感版面
现开通树洞邮
箱，倾听您的心

声：q l w b q g@
163 .com

本期专家：丛媛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心理学教授

□周周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
最近孩子总在她面前抱怨爷
爷奶奶不好，说爷爷不讲卫
生，说奶奶总是唠叨个没完
没了。朋友家三代同堂，儿子
自出生就和爷爷奶奶一起
住。按理说应该对老人有很
深的感情才对啊，可为什么
还有这么多的抱怨呢？这是
朋友困惑的地方。

我问她：那你和公公婆
婆相处得怎么样啊？她回
答：还可以啊，开心的时候
就和他们聊几句，看不惯了
就闭嘴，关在房间里懒得出
来。我说：你看不惯就关在
房间里，那么你孩子这时候
怎么办？她理直气壮地说；
孩子嘛，当然向着我啦。我
哈哈大笑：你儿子不仅向着
你，还像你吧。

你自己看不惯公公婆
婆，在一个屋檐底下还和他
们搞隔离，那你的孩子还小，
你是他价值观的风向标，妈
妈不喜欢的，他也会在潜移
默化中去嫌弃，因此你儿子
对他爷爷奶奶的抱怨是出自
于你啊。我还加了一句：你有
没有在你儿子面前说过你公
公婆婆的缺点？她顿了一下，
很坦白地说：的确，说过。然
后如醍醐灌顶醒悟过来，原
来自己平日里那些负面的情
绪，对公婆不好的评价全被
儿子给吸纳了，才会导致儿
子常常抱怨自己的爷爷奶
奶。我总结了一下：如果你足
够包容，你的儿子不会吹毛
求疵的。

大人之间有矛盾，最好
自己当面解决，不要将矛盾
在孩子面前扩散。孩子如此
弱小，又如此信任父母，因此
别让他们为大人的矛盾和情
绪买单，这是每个大人的责
任。

我在带孩子出去的时

候，偶尔会在大街上遇到乞
丐，小儿性本善，他每次都会
停下来问我，妈妈，我可不可
以给他们一些钱？我几乎是
毫不犹豫地掏出零钱支持
他。其实我知道很多乞丐是
职业行乞者，他们收摊以后
或许比我们过得还潇洒，开
好车，住酒店，甚至有些“成
功”的乞丐回老家盖起了漂
亮的楼房。但我不愿意将这
些告诉儿子，因为我要保护
他这种天然的善。

我不需要告诉他这个世
界有多黑暗，假如他童年一
直沐浴在阳光里，长大以后
他会成为那个主动去制造阳
光和温暖的人，而世界，需要
这样正面的传递。我们都是
社会的一分子，每一个人都
可能是那星星之火，集结起
来，就能照亮整个夜空。

多年前在一个亲子教育
培训班里，老师让我们举起
一只手，跟着她一起做动作，
她嘴里说：请摸你的额头，突
然她喊了声“停”，然后让我
们看看自己手在哪里，再仔
细看看她的手又放在哪里。
我们这才惊讶地发现，老师
虽然嘴里喊着“摸额头”，可
她的手却放在左脸处。更让
人惊讶的是，我们所有的学
员无一例外的，都将自己的
手放在了左脸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行
为的影响远远胜过语言。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身教大于
言传。我们要求孩子积极，我
们自己就要做积极的示范，
我们要求孩子努力学习，我
们首先就要克服自己的懒
惰，我们要求孩子做个友善
的人，那么，我们自己先要做
个宽容的人。

以此类推，如果你不希
望孩子是个满嘴抱怨的人，
那么，你得先自省，督促自己
不要随便在背后说他人的坏
话。

A11青未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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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不再抱怨的秘密

【亲子学堂】 【【微微情情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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