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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进入大学后，
“好学生”如何面对新局面？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61004804
本版E-mail： ldzzmys@126.com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与本报合办

工工会会提提供供心心呵呵护护
职职工工享享受受心心服服务务

■生活小窍门

□本报记者 张晶

免费职工心理咨询在线服务
www.bjzgxl.org

【职工困惑】

我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都在我们当地
最好的学校读书， 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几
名， 平时与老师和同学关系都非常好。 可
进入大学以后就不这么顺利了， 学习压力
很大， 再也拿不了前几名了， 同学之间也
不是那么亲近了。 她很苦恼， 您能告诉我
她该怎么办吗？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解答：
“好学生” 虽然学习很优秀， 但是他们的自
我评价机制并没有形成， 完全依赖于外界
的成绩或者他人的评价等， 这使得他们不
断追求完美和他人的认可。 您的孩子上学
的时候一直是 “好学生”， 受到老师 、 家
长和同学的认可， 她将周围人的关注视为
人生的必需品。 但这些 “好学生” 其实并
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自信， 他们没有全面了
解自己， 把成绩和他人的认可作为自己是
否 “好” 的唯一标杆。 但大学的科目繁多
且新颖， 大部分人的学习成绩都不会像中
学那样轻易就脱颖而出， 所以得不到认可
和关注， 因而产生各种不适。

【专家建议】

首先， 逐步形成稳定的自我评价。 每
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有优点和缺点，
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反馈是我们认知自己
的一面镜子 ， 但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自
己 ， 而且我们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
全面了解自己， 充分认可和发挥自身长处，
承认自身的不足并尽可能弥补短板， 这就
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 全面纠正歪曲认知。 “只有我
足够好， 别人才会关注和喜欢我”； “别人
不关注我， 就说明他们不喜欢我， 我不够
好， 那我就是没有价值的人” ……这些认
知是歪曲的， 同时也深深影响个体的情绪
和行为， 因此要及时调整， 即使你再好 ，
别人也不会像你自己关注自己那样关注
你， 所以不要太过追求别人的关注。 因此
大学生们要在大学校园这个小社会中开始
真正认识自己， 不断认可自己， 并建立真
正的自信心和培养健全的心理素质， 这是
大学生活中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 对于他
们日后顺利进入社会十分重要。

“好学生” 的心理困惑其实也是家庭、
学校和社会教育的产物， 是他们这些歪曲
认知形成的助推器， 因此家庭、 学校和社
会要转变教育的理念， 提倡孩子全面发展
的素质教育观， 帮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形
成稳定客观的自我评价和认同机制。

□甘雨吃对橘子，胜过补药
冬季来了， 天气寒冷， 从养生

角度来说宜吃温性补肾的水果， 满
大街黄澄澄的橘子正适合。 俗话说
“橘子黄， 医者藏”。 橘子一身都可
入药， 除了我们吃的橘子果肉外 ，
橘皮 、 橘络 、 橘核等看似 “废弃
物” 却都有用处 ,具有润肺、 止咳、
化痰、 健脾、 顺气 、 止渴的功效 ，
根据体质的不同， 吃对橘子， 胜过
补药。

橘子的果肉富含维生素C、 柠
檬酸、 膳食纤维及果胶， 可辅助治
疗高脂血症、 动脉硬化及多种心血
管疾病， 还具有开胃理气、 止咳润

肺、 解酒醒神的功效， 主治呕逆食
少、 口干舌燥、 肺热咳嗽、 饮酒过
度等病症。

新鲜的橘子皮可以美容、 除茶
锈、 除臭， 陈皮可以理气 、 除燥 、
利湿、 化痰、 止咳 、 健脾 、 和胃 ；

橘子瓤上的网状经络叫橘络， 有通
络化痰、 顺气活血的功效， 常用于
治疗痰滞咳嗽等症。

橘皮味辛而微苦 ， 性温 ， 入
脾、 肺经， 有理气调中、 燥湿化痰
之功效。 除了入药外， 橘皮还可以
用来制成各种各样的药膳佳肴， 用
来调治脾胃气滞 、 脘腹胀满 、 呕
吐， 或湿浊中阻所致胸闷 、 纳呆 、
便溏等症。 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
中记录道： “橘皮 ， 苦能泻能燥 ，
辛能散， 温能和， 其治百病， 总是
取其理气燥湿之功 。” 把橘皮的白
色内层去掉之后的表皮叫 “橘红”，
能起到理肺气、 祛痰的效果。 橘子
的果核 (即种子) 叫橘核， 有散结、
理气止痛的功效； 橘叶可以疏肝理
气、 消肿散毒。

美国一家专业杂志网站近日总结
了夜间醒来的几个原因， 以及解决方
法， 小编与您分享一下。

盗梦者1： 要小便
夜尿症有很多诱发因素。 如果你

发现自己每晚醒来要小便2至4次， 即
使你限制了夜间的饮水量 ， 很有可
能是水和电解质失去了平衡 。 如
果你喝了太多的水 而没有足够 的
盐 ， 身体可能会尝试放弃一些水 ，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你在 半 夜
醒来小便的原因。

解决方法
在入睡前约30分钟喝一小杯加入

了少量未经加工的海盐的水。 未经加
工的盐有助于水进入细胞。

盗梦者2： 房间太热
房间的温度和睡觉时所穿的衣

服， 以及寝具， 都会影响睡眠。
解决方法
16℃至18℃是最理想的就寝温

度。 此外， 你还可以尝试在睡前洗个
热水澡， 它会稍微提高体温， 而离开
浴缸会引起体温的轻微下降， 从而向
大脑发送出与睡眠相关的信号。

盗梦者3： 轻度抑郁
半夜醒来是轻度抑郁症患者的常

见症状。 睡眠与轻度抑郁之间存在着
复杂的关系，很难确定谁是原因，谁是
结果， 但它们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解决方法
及时去看心理医生， 采取谈话疗

法、调整生活方式和服药等治疗方法。

盗梦者4： 看手机成瘾
如果你的睡前例行程序包括浏览

微信， 睡眠更有可能被扰乱。 夜间把
眼睛暴露在蓝光中会阻止身体生成褪
黑素， 这是一种促进睡眠的激素。

解决方法
调暗房间的亮度， 睡前一个小时

不再看电子设备的屏幕。

盗梦者5： 上了年纪
每个人都有一个生物钟， 它用来

决定晚上什么时候疲倦， 早上什么时
候醒来。 到你60多岁的时候， 你可能
比30多岁的时候早2小时醒来。

解决方法
大多数老年人发现， 当他们早点

就寝时， 更容易入睡。

盗梦者6： 睡前饮酒
酒精有镇静作用， 如果你喝得够

多， 就能很容易地入睡。 在最初的几
个小时里， 身体代谢酒精， 它会阻止
健康的快速眼动睡眠， 这是睡眠最安
稳的阶段。 缺乏快速眼动睡眠会使你
在下半夜变得焦躁不安， 睡眠质量大
打折扣。

解决方法
睡前2至3个小时内不再饮酒。

盗梦者7： 呼吸问题
无论是季节性过敏还是感冒， 都

会导致夜间辗转反侧。 其他因素也会
使气道狭窄 ， 如鼻中隔偏曲 、 鼻息
肉、 扁桃体肥大或舌头过大等等。

解决方法
侧身睡觉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而仰卧睡觉会加重呼吸问题。 如果不
起作用， 要及时去看耳鼻喉科医生。

盗梦者8： 睡眠呼吸暂停
许多人认为睡眠呼吸暂停只影响

超重的男性。 然而， 随着女性年龄的
增长， 尤其是更年期的到来， 她们变
得和男性一样有可能患上睡眠呼吸暂
停， 即使她们的体重处于健康范围。

解决方法
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治疗方法

是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它能帮
助患者在睡眠过程中保持气流畅通。

盗梦者9： 甲状腺问题
当甲状腺过度活跃时 ， 心跳加

速， 肾上腺素分泌量激增， 造成失眠
和焦虑。 当甲状腺活动不足时， 患睡
眠呼吸暂停的可能性增加了35%。

解决方法
通过一系列血液测试 （如甲功五

项）来确认或排除甲状腺疾病，服用处
方药有助于甲状腺激素恢复到应有的
水平，调整生活方式也能起作用。

总是半夜醒是咋回事？ □王萌

“不知道怎么了， 老
是半夜醒， 然后就睡不着
了……” 心中满是担忧 。
你周围是不是经常有这样
的朋友念叨？ 那么总是在
半夜醒来， 到底是怎么回
事？ 首先， 你要明白半夜
醒来是完全正常的生理现
象。 没有人能睡一整晚而
不醒来。 即使夜间醒来4至
6次也是正常的。 这可以追
溯到穴居人的时代， 人们
在夜间醒来扫描周围的环
境 ， 确保没有猛兽突袭 ，
然后再睡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