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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高中时的那段经历，正在
读大一的王雅楠仍心有余悸：“当时，
觉得自己像是被罩上了一层灰色的罩
子，这个世界和我没什么关系”……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
正处于花样年华、本应快乐无忧的青
少年，正在被焦虑、抑郁等各种心理问
题困扰折磨。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频发

　　电话里的王雅楠听上去和普通的大
一学生没什么区别，精神放松、思维活
跃，言语间时不时蹦出几个网络流行词。
　　很难想象，这个年纪轻轻的大学生
曾深陷抑郁的深渊。高考成绩揭榜后，
王雅楠一度想不开，想走上绝路，幸亏家
人及时发现，才被抢救回来。“和成绩无
关，就是觉得生活没什么意思。”她说。
　　家人带她去医院做检查，被确诊为
中度抑郁、中度焦虑和中度强迫症。通
过药物干预，现在她的病情已经稳定。
　　王雅楠的经历并非个例。
　　“门诊量在增长，儿童青少年心理
门诊每天 50 个专家号，都能约满。”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
主任医师曹晓华说，前来预约的病人
以初高中生为主，尤其是十三四岁的
初中学生居多。每个孩子发病原因不
一样，但问题主要是抑郁和焦虑。“从
接诊情况看，有一多半是需要吃药的，
属于中重度以上的症状。”
　　不少校长坦言，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频发，亟待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太原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告诉记
者，原来一届学生里有一两个抑郁症
患者，现在每个班都有一两个因为抑
郁症而休学的。去年学校仅高二年级
1300 多人中，就有 15 人因抑郁不能
正常上学。他们的这些问题，实际上

从初中开始就已存在。

压力来自哪里？

　　是什么遮蔽了他们内心的阳光？
　　王雅楠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高
中之前，除了性格比较内向、朋友较少
之外，她和其他孩子并没有明显区别。
　　但进入高中后，学业负担不断增
大，王雅楠感觉很疲惫。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她每天凌晨三四点才能睡觉，
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
　　记忆力减退、睡眠障碍、精力无法集
中、情绪持续低落……大脑长期超负荷
运转，堆积的压力始终无法向外界排解，
这一切令王雅楠临近崩溃边缘。
　　在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
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看来，学业压力大、
考试过多、排名过多，父母担心下一代
失去进入社会精英阶层的机会等，都是
造成学生心理问题多发的原因。
　　太原市六年级学生邓雅勤一直喜
爱国际跳棋，不过，和其他同学一样，
现在一到周末，她就和妈妈奔波在各
个课外培训机构之间，已经很久没有
时间下棋了。
　　“为了保证补课效果，很多家长会随
堂听课，孩子们缺乏与同龄人独处的机
会。”邓雅勤的妈妈王晓燕说，对于普通
家庭的孩子来说，成绩好才有更高的概
率拥有好未来，所谓的“虎妈”也是不得
已而为之。好资源集中在好学校，好小
学、好初中、好高中，一步都不能落下。
　　山西省晋中市一位中学校长说，
孩子的心理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和家庭
问题的缩影和投射。社会竞争压力传
导到家庭，家长又传导给孩子；教育部
门也有升学压力，一些地区以考名校
学生数为政绩，这种压力传导给学校、
校长和老师，最终还是落到孩子身上。

　　面对这些沉重的压力，青少年的
情绪调节能力却有限，往往无法自我
纾解。家庭本应是最好的缓冲和后
盾，但部分家庭对孩子期望值过高，父
母与子女之间缺乏平等、坦诚的交流，
孩子无法从家人身上获取力量。
　　“孩子正值青春期，需要额外的关
爱和理解。但有些父母忙于工作，或
成立了新的家庭，对孩子们缺乏关注，
导致亲子关系出现裂痕。”山西省怀仁
市峪宏中学心理教师贾晓雅说。

心理教师不能沦为打杂的

　　一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青少年在
生病之后，最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但
不少家长缺乏对心理问题的了解，甚

至充满偏见，对孩子的回应往往是“每
个人都会遇到挫折，为什么就你不
行！”“你就是戏多！”等等。
　　“孩子不能上学了，家长才会带孩
子来就诊。除非有自残行为，如果孩
子本人有意识地不想表现，家长看不
出来，也不会认为孩子有问题。”曹晓
华说，很多家长不太接受诊断结果，医
生需要花很久与家长解释这个疾病。
　　曹晓华说，青少年处于身心发育
期，容易出现各种困扰，同时可塑性
也强，如果家长或学校及时发现并进
行干预，效果就会比较理想。
　　然而，不仅家长通常难以及时察觉
青少年的异样，一些学校也面临专职心
理教师短缺、心理辅导难开展等问题。
　　“对于心理教师的配备，国家有相

关要求，但在基层落实如何要打个问
号。”太原市第十二中学心理教师王宏
说，因为与升学无关，心理健康教育在
一些学校仍处于很边缘的位置，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被挤占的现象时有发
生，很多学校的专职心理教师还要做
行政工作，甚至沦为打杂的。心理工
作是隐形的、保密的，心理教师在职位
和职称晋升中也不占优势，部分心理
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并不高，对学生的
心理帮扶质量难以保证。
　　湖南省一所高校的心理教师观察
到，目前学校使用的心理健康教科书五
花八门，有的版本十分陈旧，一些早已被
学界推翻的概念仍然在用。“这无疑会影
响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效果。”她说。
　　不仅如此，有的青少年被确诊为抑
郁症之后，还面临被学校劝退、失学的
风险。
　　王宏认为，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
与作业量、学习压力和亲子关系的紧张
程度成正比。轻度抑郁症患者一般是
可以正常上学的，但一些身患中度和重
度抑郁症的学生确实不适合在学校学
习。不过，学校要认真做好沟通工作，
简单粗暴的劝退和开除会伤害学生。
另外，学校面对患有心理疾病学生的入
学请求时，要参考心理教师和专业心理
机构的建议。

少一点质疑，多一些鼓励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今年 3
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
告（2019-2020）》显示，2020 年青
少年抑郁检出率为 24.6% ，其中重度
抑郁为 7.4% ；从小学到高中，随着年
级增长，抑郁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
　　山西省阳泉市第三中学心理教师
石海丽表示，当期待高于现实时，必然

产生压力；适度的压力能够起到较
好的激励作用，但压力过大则适得
其反。针对当前青少年承受的过度
压力，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多方面
协作，共同为孩子们减压。
　　“家庭方面，如果父母能以积极
心态去面对、解决自己人生中的问
题，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不要把消
极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就能避免
相当一部分孩子产生心理问题。”石
海丽建议，可以在家长课堂、社区培
训中邀请心理专业人士，对家长进
行较为系统的儿童心理学知识培
训，将心理健康教育引入家庭教育。
　　专家建议，父母不能只关注孩
子的学习成绩。要让孩子多参加同
龄人的集体活动，多交朋友，减少孤
独感；还可以多参加体育活动，让孩
子有更强的抗挫折能力。
　　山西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
室讲师张涛建议，在学校层面，管理
者要有远见和责任意识，将专职心
理教师配备到位，做到专职专用，同
时建立心理教师定期培训制度，提
升教师的专业水准。学校和医院加
强对接，在青少年出现严重心理疾
患需要转诊和专业治疗时，能在第
一时间进行科学干预。
　　在社会层面，朱永新等专家建
议，应普及“成人比成才更重要”“让
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等科学教育
理念，根据孩子的禀赋，因材施教，
量力而行，将个人发展与国家、民族
的发展联系起来。整个社会要营造
更加公平宽松的环境，消除“不上名
校就要坠入社会底层”的恐慌，改变
消极、内卷的社会心态。
　　一些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表示，他
们更需要的是加大社会支持力度，少
一点质疑，多一些支持和陪伴。“更多时
候，他们可能只是需要你静静地守着，
告诉他们，别担心，有我在。”王雅楠说。
　　专家建议，当孩子们遇到心理
问题时，一定要及早向专业人员求
助，必要的话要进行专业治疗，千万
不要讳疾忌医。
    新华社太原 3 月 30 日电

孩子，你为什么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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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芳、胡璐、陈席元、胡喆

  “过敏不要命，但痒起来要人命。”
一句顺口溜，道出了多少过敏者的辛
酸泪。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问题，竟成为
全球第六大慢性疾病。用来防风固沙
的“治荒主力”沙蒿，为何又与过敏搅
在了一起？
　　近年来，过敏群体暴增，患病人群
数以亿计。有机构发布报告认为，全
世界有 30% 至 40% 的人被过敏困
扰，过敏已从一般疾病上升到影响广
泛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是什么原因
让人们饱受过敏之扰？过敏者暴增的
背后，是谁之过？我们能否与“敏”共
生？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追踪和探访。

  小小过敏竟成全球第六

大慢病？

　　这是一组让人揪心的数字：
　　全球范围内，约有 2.5 亿人有食
物过敏症，3 亿人患有哮喘，4 亿人有
鼻炎，总人口中十分之一有药物过敏
反应，被列为全球第六大慢性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把过敏性疾病列为
21 世纪重点研究和防治的疾病之一。
　　暴增的过敏人群中，既有全球，也
有中国。
　　过敏也分季节性过敏和常年性的
过敏。季节性发病常在某一季节中暴
发，花粉则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最重
要的气传致敏原。
　　我国正在经历过敏性疾病患病人
群从稀少到众多的发展。北京同仁医
院院长、国家卫健委变态反应科临床
重点专科负责人张罗说：“我们曾经做
过流行病学的调查，与过去几年相比，
的确有一个明显升高的趋势。”
　　张罗表示，因为内蒙古草原地区
花粉数量巨大，每年到夏末秋初的时
候，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就会明显增多。
　　草花粉影响了整个西北地区，尤其
是内蒙古、甘肃、青海、陕北，也包括受
影响的山西、北京、河北等省市，影响范
围广，季节性强。南方地区则以螨虫为
主要过敏原，受气候条件影响大。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皮肤病科

主任崔勇说，轻度过敏可能仅出现瘙
痒、皮疹等，重度过敏可能会出现喉头
水肿、休克等症状，如抢救不及时可能
引起死亡。过敏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
段人群，过敏体质者尤其要注意。

  花粉、飞絮、动物毛……

致敏动植物知多少？

　　在众多导致过敏性疾病发生的因
素中，遗传因素、过敏原及环境因素都
是重要致病原因。植物花粉、飞絮、飞
毛等本是植物生长发育、繁衍后代过
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但由此引发的
过敏问题在全球普遍存在，饱受争议
的就是沙蒿。
　　“从就诊人数看，近年来春秋季花
粉过敏门诊患者有上升趋势。”北京协
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常务副主任王良录
说，3 月至 5 月主要是各种各样的树
木花粉引发过敏，比较常见的是柏树、
桦树、梧桐、白蜡树花粉等。从 7 月
到 10 月底，则主要是杂草花粉，各种
各样的野草播粉量巨大，有些可以引
起严重症状。
　　城市化进程中，“花粉围城”也不
可小觑。每年春天席卷北京的杨絮，
是春日里的一道奇观，更令不少过敏
者苦不堪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森林研究
中心研究员王成说，多年来我国持续
推进国土绿化，更多树木来到市区，花
粉浓度增大、与市民的距离更近，人们
不得不直接面对花粉过敏、杨柳飞絮
污染等问题。
　　“常见的过敏原包括吸入性、食入
性、接触性、注入性等几类。”中日友好
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于瑞星说，室内常
见的尘螨、霉菌、动物毛屑等都属于吸
入性过敏原；鸡蛋白、牛奶、虾等属于食
入性过敏原；部分化工材料、化妆品属
于接触性过敏原；某些注射类药物、蜂
类叮咬注入的物质属于注入性过敏原。
　　树多草少、“水泥森林”都成为过敏
高发的“幕后推手”。王成分析说，城市
里不少土地裸露、硬化，不利于花粉和
飞絮附着、滞留，也是致敏花粉、杨柳飞
絮反复传播的重要原因。

  福兮祸兮，沙蒿与过敏关

系多大？

　　我国北方地区由蒿属植物为建群

种或优势种形成的沙生植被，主要是
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人工营造的
只占很小一部分。
　　沙蒿，菊科蒿属植物。
　　据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
陕西省治沙所、甘肃省治沙所等单位
专家研究，在长期的净化过程中，沙蒿
形成了独特的形态结构、生理特性和
繁殖习性。沙蒿群落能够防风固沙，
还能促进土壤的发育，在荒漠生态系
统重建与恢复中发挥较好作用。
　　回望上世纪 50、60 年代，北方沙
区就分布有大面积沙蒿。80 年代开
始大规模飞播造林治沙，为提高飞播
造林成效，加入一小部分沙蒿等作为
伴生种。
　　沙蒿，先期发挥固沙作用。但随
着主要树种的生长，沙蒿逐步衰亡。
当主要树种由于老化成熟而退化到
一定程度时，地带性植被沙蒿、黄蒿
等 蒿 属 植 物 又 可 能 重 新 侵 入 生 态
系统。
　　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古、陕西、甘
肃、青海四省区现有沙蒿保存面积约

1300 万亩。当前，部分地区已停止或
准备停止在飞播造林中使用沙蒿。
　　沙蒿与过敏有多大关系？
　　北京协和医院调查显示，我国北
方地区夏秋季的主要致敏花粉是蒿属
花粉。近年来多项研究证实，蒿属花
粉是当前我国北方沙区夏秋季过敏性
鼻炎的主要致敏原之一。
　　我国北方沙区蒿属植物种类多、
分布广，且其花粉数量大、体积小、质
轻，在空气中飘浮时间长而且具有较
高的飘散量，同时又具有较强的致敏
能力，使蒿属花粉成为当地过敏性鼻
炎患者的最主要致敏原。
　　研究表明，籽蒿花粉是西北一些
地区引起“伏天花粉症”的重要致病花
粉，是季节性变应性鼻炎的主要原因。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表示，蒿属花粉是
世界范围内重要的气源性致敏原，中
国约有 11.3% 的呼吸系统过敏患者
对蒿属花粉过敏。
　　此外，专家还提示，过敏性疾病
患者往往不仅仅对蒿属植物过敏，通
常 也 对 尘 螨 、霉 菌 等 其 他 过 敏 原

敏感。

  隐匿过敏原在哪里 ？有

效控制是当务之急

　　面对过敏之痛，既要找寻权宜之
计，更要探究破解之策。
　　世界过敏科学领域顶级期刊《过
敏科学》中国主题大会前不久刚刚在
北京召开，这是《过敏科学》创刊 73
年来首次以正刊形式出版国家主题，
集中展示了中国学者在过敏科学、鼻
科学、呼吸病学、皮肤病学以及新冠疾
病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对于解决
全球健康问题至关重要。
　　在张罗看来，过去几年中国的过
敏科学工作者不断总结临床经验，中
国学者在过敏性鼻炎的皮下免疫治疗
当中，提出了中国的集群治疗方案，该
方案在过敏性鼻炎免疫治疗 100 多
年的历史上，首次被纳入英国和美国
的诊疗指南当中。此外，中国学者参
与制定的慢性疾病国际诊疗指南达到
了 20 多个。

　　——— 缓解过敏之痛，科学研究
怎么发力？
　　多位专家向新华社记者表示，
有关部门应加快研究制定过敏性疾
病防治专项行动计划，加强过敏性
疾病及其危险因素的监测，从预防、
干预、治疗等方面规范引导学科发
展，促进过敏性疾病的有效防治。
特别是对重点地区和敏感人群进行
跟踪和定点观测，同步开展大范围
流行病学及病原学调查。
　　——— 破解生态之危，环保绿化
该出哪些实招？
　　考虑到沙蒿与过敏的可能相
关性，应当调整优化沙蒿分布区树
种林种结构。专家建议，可在飞播
造林种草中进一步降低沙蒿用种
量的比例，研究替代物种；营造樟
子松、紫穗槐混交林，抑制杂草生
长，使沙蒿退化；对沙区撂荒地以
及沙化土地落实治理责任，抑制蒿
类植物自然萌发生长，减少蒿属花
粉源。
　　——— 减少“花粉围城”，如何更
好享受高品质生活？
　　中国林科院林业所所长张建国
表示，在城市绿化中建议采用多树
种配置，避免成片栽植致敏树种及
植物，尽可能通过草坪、落叶等覆盖
地表，提高城市森林绿地的飞絮和
花粉附着、滞留能力。
　　——— 避免“药物依赖”，预防和
用药怎样“双管齐下”？
　　针对过敏群体用药治疗的困
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
张建中教授提示，正值花粉传播季
节，要注意预防和用药控制“双管齐
下”。花粉症患者要减少外出，注意
关窗；出门戴口罩，避免到花粉浓度
较高的地区；外出回家后注意洗脸
尤其是清洗鼻子、眼睛，更换沾到花
粉的衣物。
　　用药方面，花粉症患者可用海
盐水清洗鼻腔，使用抗过敏的滴眼
剂控制过敏性结膜炎的眼痒等症
状；出现咳嗽或哮喘的患者需加用
口服和（或）吸入药物控制症状。症
状重、持续时间长的患者，应及时去
医院进行脱敏治疗。
　　面对这些“过敏之痛”，人们期
待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让生
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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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者数以亿计，暴增背后谁之过？

2016 年 4 月 8 日，行人走在飘絮纷飞的天津街头。（新华社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