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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复学后，初三女生小丽
（化名）的成绩出现下滑，在最近
的一次测验中，以前还不错的英
语成绩明显下降，语文作文也准
备得不太好，从老师那里得知这
一情况后，小丽的妈妈着急了。

小丽成绩下滑的原因，一方
面是在家在线上课期间心理上有
所松懈，不像在学校里那样有紧
迫感，另一方面则是学习期间妈
妈经常借送水果、送牛奶等理由
进来打扰，这让她非常烦躁，甚至
对妈妈有些疏远。

在了解了小丽的情况之后，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专家张贞给小丽
妈妈支起了招：“首先要改变与孩
子的沟通方式，比如，在送水果问
题上，把主动权给孩子，让她选择
是学习前吃还是中途休息出来吃
或是学完再吃，在和孩子沟通时，
告诉她妈妈也在不断学习改进，让
孩子感受到关爱。其次，在学习
上，不能光喊口号让孩子努力，要
尽量给予她一些具体的帮助。”

家长可以给孩子
指条路或开扇窗

上海高三、初三以
及高二、初二年级学生
相继返校复学已经有
一段时间，广大学生陆
续调整节奏投入到了
校园学习生活中。不
过，在家经过了较长时
间的在线学习，部分学
生返校复学后或多或
少出现了成绩下滑、社
交退缩、紧张焦虑等问
题。孩子遇到这些问
题后该怎么办？来听
听心理专家支招。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终日惶惶担忧毕业
照毕业典礼缺失产生“毕业季不完
整”的失落感、想好的出国深造计
划被打乱、工作也有落差……6月
临近，大学毕业年级的学生的焦虑
和抑郁水平显著高于非毕业班学
生，这该如何破解？青年报记者专
访正带着一批毕业班学生、自身又
是心理学出身的华东师范大学专
职辅导员董镕，请这名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带来“疫情之下大学毕业
生心理指南”，手把手教毕业生驱
赶那些烦忧，带着阳光心情，遇见
未来的一路风景。

“参加了三年毕业典礼，第四
年轮到我们的时候，没有了”……
在沪一所985高校的一名大学文
艺骨干学生最近在朋友圈写下自
己的郁闷心情，并配发了一个“暴
风哭泣”的表情。原来，因为文艺
才能出色，大一起，他的每个6月
都会见证师兄师姐们的毕业典
礼，仿佛是提前预演了3年，让他
对自己的毕业季变得格外憧憬。

想要亲手写一曲送给毕业生
的歌，想要和伙伴们办一场最难
忘催泪的毕业晚会，想要毕业旅
行……那么多的毕业心愿清单，
都默默在毕业生心底悄悄书写。
有不少人担心，也许伴着现在的
疫情防控措施而要烟消云散。这
份失落感，有人重，有人轻，一种
遗憾难受感总想要找人倾诉。

事实上，这种大学毕业年级

才会出现的特定焦虑真的比较
多，比较烦。记者了解到，上海理
工大学学生工作部（处）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不久前与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合作，对全校3300多名本
研学生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心理
调查，结果，99.64%的学生客观上
没有受到疫情的直接影响，也就
是说绝大多数学生既无感染史，
也无接触史。但报告主观上给自
己心理造成影响的学生却达到
40%，其中有超10%的学生认为给
自己心理带来比较大甚至非常大
的影响。

需要关注的是，调研发现，本
科生中，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学生的焦虑、
抑郁水平随年级增长而提高。其
中，毕业班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水平

显著高于非毕业班学生。
对此，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就业指导中心专家纷纷提出，
今年毕业和就业情形变得比较特
殊。毕业生存在焦虑，感到压力，
的确是大家遭遇的共同困境。国
家、政府、学校都在高度重视此形
势，尽量减轻它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毕业生们应该做好自我调
整，寻找资源。首先是积极面对
不抱怨，树立信心，保持良好心
态。再者是接纳情绪和压力，尝
试调整，变压力为动力，并整合自
身优势，合理规划，提升求职竞争
力。同时，毕业生也要调整心理
认知，转危为安，主动抓住机遇，
避免被动等待，通过转变思维，积
极行动，以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
毕业和就业大事。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嘉音

本报讯 随着一批又一批的
“神兽回笼”，本该喜大普奔的家
长们渐渐发现，一桩桩意料之外
的亲子问题接踵而来：孩子的交
流变少了、在家里变得特别烦躁、
心 理 突 然 有 了 落 差 …… 来 自
12355的心理专家，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沈芳和12355中心专家委
员会委员顾凯宪最近接到了不少
来自家长的求助。

千万别说“你舒服的日
子过完了”

“马上就要开学了，你在学校
肯定没家里这么舒服，有苦头吃
了。”林阿姨觉得很奇怪，不就餐
桌上一句简单的事实，怎么就惹
到孩子？好好的饭也不吃，一个
人待在房间里生闷气。

面对孩子，明明可以好言相
向，却总是讽刺连连，明明是关怀
别切，说出来的却是夹枪带棍
——不好好说话，成了许多“中国
式家长”的日常状态。

面对开学带来的亲子问题，
心理专家沈芳表示，家长在语言
方面一定要留意。特别是“收骨
头”“有苦头吃了”“舒服的日子过
完了”这些言语会无形中加重孩
子对开学的不适应感或者焦虑
感，特别是低年级阶段的孩子。

“尽管家长这段时间受尽‘心身
折磨’，还是不能用这类语言打趣孩
子，而无意中给孩子带来不安感。”
她建议可以如实地告知孩子学校的
开学政策，让孩子在心理上有所准
备，毕竟在家待习惯了，改变容易让
人产生不确定的焦虑情绪。

神兽回笼，家长也要找
回节奏

“按理说孩子上学去了，我应
该挺开心的，但开心过后总是会
莫名焦虑。”小徐是一个全职妈
妈，因为疫情，孩子在家待了近四
个月，她几乎将一整天的时间都
花在孩子身上，大到学习监督，小
到吃饭睡觉，每件事都由自己亲
力亲为。这会儿孩子终于开学
了，她的心里却有了落差。

心理专家解释，家长也有心理
上的适应问题。“特别是全职妈妈，
孩子突然上学，感觉失去了重心，心
理上会不适应。”沈芳随后举例道，
有一些家长想要抓孩子，又抓不住，
极容易会演变成亲子的冲突。

她建议家长要慢慢恢复到疫
情前的生活状态。“因为这段时间
孩子在家学习，把更多的重心都
放在孩子身上了，而忽视了自己
相关的生活，可以正好利用现在
慢慢回归或者补偿起来，比如自
己的兴趣爱好、健身运动、和好友
约茶，或者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毕业班学生的焦虑和抑郁如何破解？
大学辅导员带来“疫情之下大学毕业生心理指南”

今年 3 月 30 日-4 月 10 日，

松江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

中心针对全区中小学开展了一

次《居家在线学习时期心理状况

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为小学

四-五年级、初中八-九年级和

高中高三年级，共有 33323 人参

与调查，男女生比例各一半。

调查显示，90.65%的学生认

可或接受居家在线学习的教学

模式，9.35%不认可居家学习。

从居家在线学习的倾向性来看，

70.8%的学生明确表示更喜欢在

学校学习；结合学生对心理辅导

主题的选择来看，排名第二、占

据 74.4%的是学业问题，说明引

发学生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的

情况中，对于学业的担心和忧虑

占据不小的比例；排在第一、占

据78.12%的是情绪问题。

12355心理专家教你解决
“神兽回笼”的后顾之忧

4月27日，高三、初三年级率
先返校复学，但是初三女生小宁
（化名）却不肯去学校上课。

对此，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专家宋美霞认为，小宁的情况是
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她表示，
小宁的情况属于比较极端的，但
返校复学后，确实有部分学生出
现社交退缩的情况。

宋美霞介绍说，从居家上课
到返校复学会有一些变化，比如
在家上课时，通过手机、网络可以
只跟自己想说话的同学交流，但
回到班级里，喜欢的、不喜欢的同
学全在一起，不想见的也要见到，

“大部分孩子面临的问题可能是
缺乏与同伴交往的技巧，从而让
他们在心理上产生抵触的情绪。”

家长要让孩子认识到，当压
力特别大、大到影响到生活学习
的方方面面时，其实是有些方法
可以缓解的，要给孩子指一条路
或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知道真的
有困难了，可以去哪里求助。

这段时间以来，7年级男生小
松（化名）因为玩Pad和父母闹得
不开心，父母觉得他越来越“不听
话”了。

小松的父母说，在家在线学
习期间，小松经常一边上课一边
玩Pad，父母上班后，他自己门一
关就把Pad拿出来玩，爷爷奶奶
又管不了，导致成绩下降。对于
这一情况，小松的父母着急却又
不知该怎么办。

对此，张贞告诉小松的父母，
在Pad的使用上，父母和孩子之
间原来就没有制定、梳理好规则，
现在一定要约定好规则，比如什
么时候可以玩、什么时候不能
玩。“父母和孩子要签订君子协
定，什么时候玩、怎么玩、父母该
做到什么、孩子应该做到什么、做
到了有什么奖励、做不到有什么
惩罚等都要明确。另外，父母在
跟孩子交流时，自己的认知问题
也很重要，除了共情接纳还要有
对策。”

返校后成绩有下滑
学生烦躁家长心焦

孩子边学习边玩Pad
感觉越来越不听话了

已经开始返校复学了
孩子却不愿意去上课

案例2 案例3 情绪问题排第一学业压力排第二数据

支招

12355的心理专家，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沈芳：

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正常化孩
子的情绪，这段时间家长先可以
让孩子谈谈对上学的看法及感
受，不管孩子表达的是对上学的
紧张或疫情的不安，家长先不要
对其做评价或者急于调整。“现在
很多同学都也会有和你一样的想
法”或者“包括爸爸妈妈刚刚复工
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告诉他

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
在宅家的这段时间内，孩子

的人际接触也受到了限制，绝大
多数时间都是和亲人、长辈在一
起，而同伴交往、同伴支持特别
少。所以家长要创造机会，让孩
子逐渐恢复同伴交往，给孩子心
理上的社会支持。另外，家长还
可以这段时间带孩子到学校周围
走走看看，或者上下学的路线，唤
起回忆，形成对学校的期待。

记者：今年一些就业单位减

招，工作岗位减少，不少学生还没

有找到心仪工作，这时如何疏导

心理压力？

董镕：非常理解这些同学的
心情。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感
到焦虑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
都说“焦虑”和“求职”历来相生相
伴，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所以
大家不需要因此而“更加焦虑”。

然后，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自
己的焦虑源是什么？”与其说这是
件坏事，倒不如说“这是自身释放
的、让我们更加明确自身定位、继
续向心仪工作靠近的一个信号”。

那么，面对焦虑，我们该怎么
办呢？具体可以通过两条路径来
尝试：第一、解决问题：我们肯定
要继续找工作，除了广撒网、积极
准备之外，还可以根据自身专业
的就业情况和就业特点，寻求师
长的帮助；第二、调整认知：有的
时候，问题没有那么容易迅速解
决，这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调整我
们的心态，让我们自己感到舒服
一点。比如，我们可以用“酸葡萄
心态”，即“吃不到的葡萄永远都
是酸的”；或是我们不妨试试看降
低目标，或者从长远的角度看待
问题，意识到，一时的工作不代表
一世的工作，都是可以帮助我们
缓解焦虑和压力的好方法。

记者：今年考研失利，即使

“扩招”也没能上岸，觉得自己是

个loser，怎么办？

董镕：考研失利自然是个很
难过的事情，但因此觉得自己是
个“loser”，似乎又有点过于严

重。我们通常会对一件影响我们
的事情进行分析，思考其产生的
原因，这叫做归因。如果我们在
遇到挫折时，总是倾向于一个内
部的、稳定型归因（也就是说，倾
向于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是不
能改变的因素），那么我们可能会
经常感到痛苦。而“loser”就是一
个典型的内部、稳定型归因。

然而，生活中很多事例告诉
我们，很多事情的成与否，其实是
多方面影响的结果。就拿考研失
败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得出：考研
失败并非代表都是自身的原因，
也并非都是不可改变的因素。考
研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个人发展的
路径，但它不是唯一的路径，即使
这条路没有走好，我们依然可以
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成功。因此，
不必执着于这一次的失败，还有
很多机会等待着你！

记者：本来计划出国，现在看

防疫的情形也可能要改变计划。

感觉任何一个被迫的选择，都让自

己惊慌失措。这种状态还有救吗？

董镕：我可以充分地理解大
家的这种惊慌或不安。我们可以
先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计划的转
变会让我感到惊慌失措？个人认
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突然
的改变给我们带来了对未知的焦
虑。我们总是倾向于走一条自己
已经计划得比较充分的路，认为
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下去会取得
预期的结果，这是一种心理惯
性。这一突然的变化似乎打乱了
我们的节奏，这些未知让我们感
到惊慌。

然而，已知的路径虽然让我
们感到更踏实，但未知一定是不
好的吗？我们不妨在既定事实的
情况下，来想一想这不可知的一
年恰恰带来的是一些新的可能性
——也许你会在“间隔年”中找到
更适合自己的方向；也许你会因
为有了更多积累而申请到更好的
学校；也许你会遇到一个对你非
常重要的人……这些未知所带来
的惊喜，也许是一片你从未想到
过的新风景。

记者：毕业季却担心毕业仪

式的缺失，有一种失落感。觉得

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该如何调

适呢？

董镕：作为一名辅导员，我完
全可以想象也非常理解大家对
2020年毕业季的“不完整”而可能
产生的失落感。这在心理学上叫
做“未完成情结”——如果我们

“草草地”结束了这四年的大学生
活，就像是没有给大学生活画上
一个完美的句号，会使得我们无
法完全放下这段经历，继续前进。

我的建议是，如果学校没有
统一的仪式，那可以自己给自己
增添一些仪式感，比如，列一个毕
业前要完成的10个心愿，并逐个
打卡完成它；比如和每一个重要
的老师、朋友合张影，写张卡片；
比如写一篇文章来纪念大学生活
等等，都是可以增加仪式感的小
技巧。其实，人生从来不缺仪式
感，就如同“生活从不缺少美，而
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况且，抱
着这样的心态，说不定可以遇到
大大的惊喜呢。

疫情之下大学毕业生心理指南

12355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顾凯宪：

很多家长都纠结于玩手机问
题，我想说，手机问题并不是因，
而是果。

孩子宅家三个多月，懒散了
许久，对开学感到紧张和焦虑不
安，以前隐藏的冲突在开学前夕
显现出来。

家长需要重新审视以前的教
育方式，哪些不适合青春期的孩子，
青春期孩子需要尊重理解，而不是
以前的命令和指责批评。家长需
要知道，以前一直以来的高压不管
用了，正是因为孩子青春期有反抗
能力了，他们在向家长表示不满。
不是孩子变了，而是家长没有跟上
孩子心理成长的步伐。

临近开学，孩子最近反而在家里各种作，经常抱着手机不放，
也越来越不听管教了，真不知道我是怎么得罪孩子了。

孩子告诉我，不想回学校，我该怎么劝说？

各地学校初三年级开学复课。 新华社图

上海高三初三年纪学生复课。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大学生可以参加云上招聘。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成绩下滑
社交退缩
紧张焦虑

复学之后问题扎堆
心理专家给你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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