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刘芳│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白莹│２０18年 5月 17日·星期四【关注】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晶晶
市职工服务中心免费咨询服务帮职工解 “心事”

情情感感问问题题、、人人际际关关系系
成成职职工工心心理理困困扰扰

专题

遭遇至亲离世
心中悲痛导致生活一团乱

母亲节， 对职工王梦来说特
别难熬。 三年前， 她的母亲在母
亲节前一天去世了， 因为母亲是
患病离世， 之前经历了近一年的
治疗过程， 她也做了心理准备，
所以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
她的情绪还算稳定， “我是家里
的独生女， 妈妈的后事我必须要
妥善处理好， 同时还要照顾年迈
的父亲， 一件接一件的事儿等着
我去做， 可以说根本没有时间悲
伤。” 34岁的王梦说， 直到有一
天她去逛商场， 看到一件衣服非
常适合妈妈， 她条件反射地想到
买给妈妈， 拿起衣服的瞬间意识
到妈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她的
情绪突然失控了， 站在商场里旁
若无人地哭了出来， 之前压抑的
感情如洪水一般喷涌出来， 久久
不能平复。

不久前， 年逾五旬的职工李
建国面色凝重地走进市职工服务
中心心理咨询室， 他的父亲在一
个月前因脑溢血去世了， 因为父
亲年事已高， 他平日里对父亲的
照顾也算周全， 加上当时有许多
后事等着处理 ， 因此父亲去世
时， 他的状态还算可以。 可是大
概两周后的一天， 李建国突然梦
到了父亲， 梦里的父亲看起来特
别憔悴。 醒来后， 他就觉得自己
胸 口 堵 的 喘 不 上 来 气 ， 睁 眼
闭 眼 都是父亲的样子 。 他本以
为过两天就好了， 结果状态却越
来越糟， 整日什么也不想干， 严
重影响了工作和生活 。 无奈之
下， 他想到了求助于专业的心理
咨询师。

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赵丽婷表示， 丧失亲人是每个人
一生几乎必须经历的事情， 也是
人生最大的悲伤之一。 丧失亲人
之后的种种悲伤的反应， 称之为
“居丧反应”， 指对重大丧失的正
常性反应 。 一般丧失亲人后的
心理反应分为三个时期： “休克
期、 麻木期”： 发生在丧失亲人
的最初几个小时， 可能出现情感
麻木， 拒绝接受的情况。 “抑郁
期”： 后悔自己在死者生前没有
好好照顾而感到自责或有罪， 甚
至认为亲人的去世是自己导致

的， 因而忧伤抑郁， 情绪低落，
并伴有某些身体反应 。 “恢复
期”： 度过沮丧期， 重新开始新
的生活。 赵丽婷说， 职工在感到
悲伤痛苦时， 不要憋着， 可以向
身边人倾诉 ， 或者干脆大哭一
场， 把心中的痛苦释放出来。 居
丧是失去重要他人后的一种自然
反应， 与逝者的关系越亲密， 痛
苦会越深 ， 但痛苦不会一直持
续， 终究会走出阴影， 回归正常
生活。

羞于与他人谈论“家丑”
感情问题最困扰职工

职工薛莹的孩子今年六岁，
刚上小学， 之前为了照顾孩子，
她一直和老人同住， 自从孩子上
小学后， 她和丈夫便搬出来单过
了， 本想和和美美地过起自己的
小日子， 可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
棒： 孩子贪玩， 不认真写作业，
说也听不进去， “我冲孩子大声
嚷嚷 ， 他也冲我喊 。” 薛莹说 ，
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 她和丈夫
也产生了矛盾， 经常争吵， 两人
的关系渐渐疏远， 这让她苦恼不
已， 她不明白， 自己到底做错了
什么。

赵丽婷告诉记者， 前来职工
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的
职工， 大多数是为了感情问题，
包括离婚、 第三者插足等， 还有
一些就是像薛莹这样， 刚来的时
候主诉的是亲子关系问题， 但说
着说着就变成了夫妻关系问题。
这些职工几乎有一个共同特点，

说得多， 听的少。 “他们并不需
要让我去给他们一个解决方法，
他们只是想倾诉。” 赵丽婷分析
道，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
为在现实中， 职工确实找不到合
适的倾诉渠道， 尤其是感情类问
题， 和父母说怕他们担心， 和同
事朋友说又有些难为情， 和孩子
说更是不可能。 在中国人的思维
中 ， 向来主张 “家丑不外扬 ”，
遇到事了， 多数人羞于启齿， 会
选择憋在心里， 久而久之， 就憋
出了 “心病”。

“前来咨询感情问题的职工
占大多数， 这个现象很好解释。”
赵丽婷告诉记者， 当下职工的主
要压力都是来自于职场和家庭，
而职场中的烦恼更容易找到人倾
诉， 大家也不会感觉难为情， 甚
至可以一起吐糟下老板或者客
户， 情绪有了出口， 就会消解一
大半， 但是感情问题却没有合适
的出口 ， 少部分人会和好朋友
说， 但更多的人选择自我消化。

赵丽婷表示， 职工遇到感情
类问题的困扰时， 不要碍于面子
不好意思和身边人说， 把所有压
力都自己扛， 要学会适当地打开
自己， 如果不愿意和父母、 同事
说， 可以选择向好朋友倾诉。 另
一方面， 要尽可能拿出一点时间
来关照自己的内心。 赵丽婷说，
她发现， 前来咨询的职工以女性
居多， 年龄在30岁至50岁之间，
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 工
作和家庭难以平衡 ， 压力非常
大， 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生活
状态比较单一， 忙着完成工作，

照顾孩子， 赡养老人， 疏于自我
打理， 别说兴趣爱好了， 有时甚
至连美美睡一觉都成了奢望 。
对 于这类职工 ， 赵丽婷的建议
是， 生活再忙， 也要抽出时间来
关照一下自己的内心， 给自己留
下一点空间， 不要让整个人都被
工作和家庭给包裹住了， 至少要
有一项兴趣爱好， 在压力大的时
候能够聊以消遣 ， 如果条件允
许 ， 多 参加一些室外活动 ， 多
与自然亲近， 让心中紧绷的神经
得以放松。

另外， 赵丽婷还建议职工要
注重夫妻之间的沟通， 夫妻来自
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 各自的脾
气秉性、 生活习惯等多少会有不
同之处， 两个人要耐心磨合， 多
看到对方身上的优点， 不要因一
些小事而斤斤计较。 另外， 夫妻
在沟通时要讲究方式方法， 多做
有效的沟通， 比如有些夫妻， 虽
然也在沟通， 但是却选错了表达
方式， 明明是想增进感情， 最后
却变成了互相挖苦、 讽刺， 久而
久之， 难免会产生隔阂。

不善与人沟通
职场人际关系紧张致焦虑

走进市职工心理服务中心心
理咨询室时 ， 职工小邱眉头紧
锁， 费了好大劲， 心理咨询师才
明白， 原来他是在和人交往的过
程中遇到了障碍。 小邱觉得自己
越来越不会与他人交流了， 说话
前总是思前想后， 担心自己说错
话， 每天都感觉特别紧张。 他希

望得到家人的理解， 可家人并不
理解他， 甚至还会指责他， 这让
他更加烦躁， 因此经常和家人产
生矛盾。

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认为， 在职场上， 很多人在和他
人打交道时， 都容易被对方的一
些表情、 使用的言辞， 以及说话
的语音语调等所影响， 并从中找
出对方不友好、 不理解的证据，
并由此产生烦躁、 愤怒、 委屈或
悲伤等情绪反应。 事实上， 人际
交往是一个动态的互动关系， 良
性的沟通需要建立在对彼此差异
性的尊重上， 抱着求同存异的心
态， 才能促进关系的发展。 在人
际交往中， 要意识到人与人之间
是有差异的， 同时， 要学会将沟
通中发生的矛盾和分歧理解为观
点的分歧， 在表达中做到对事不
对人。

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总结道， 很多职工的心理问题都
可以从自己身上找到突破口， 心
理咨询或许不能帮助职工改变性
格， 但是能帮助职工改变思维方
式和表达方式， 使他们更好地处
理 人 际 关 系 ， 从 而 缓 解 因 紧
张 的 人际关系而带来的心理焦
虑。 比如有的职工将 “你听明白
了吗？” 当做口头语， 在和同事
交代工作时常常这样说， 在咨询
中， 她会建议职工把这句话换成
“我表达清楚了吗？”， 同样的意
思， 但是对方听起来就会舒服很
多。 “很多人说自己并没有坏心
眼， 但是人缘却不太好， 觉得自
己很无辜， 继而认为大家处处针
对自己， 是别人的问题， 但是，
我们往往建议大家从自己身上找
原因， 比如， 有的人处理人际关
系时不注重细节， 得罪了人还不
自知。”

为帮助有需求的职工科学疏
导不良情绪， 有效缓解工作与生
活中的诸多困扰， 同时降低职工
因寻求专业心理咨询服务带来的
隐私顾虑和经济负担， 市职工服
务中心为全市持工会会员互助服
务卡的职工， 提供了免费的现场
心理咨询服务。 有需求的职工可
拨 打 预 约 电 话 83570328、
83570053或通过 “首都职工心理
发展” 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服务模
块 “心理咨询” 进行预约。

随着社会压力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越来越多的企业员
工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 近年来， 市总工会高度关注
职工心理健康问题， 并在市职工服务中心建立市级职工发
展心理体验示范中心， 设置心理咨询室， 定期邀请专业心
理咨询师来此， 免费为职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受到职工
的广泛好评。 那么， 职工的心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对此， 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