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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最怕半夜电话响
起，吓得心脏要跳出来。现在，大白
天也请不要打电话，好吗？惊吓度
已不分白天黑夜。

快递小哥们的电话、广告电
话，都无所谓啦，最怕来电显示是
带名字或身份的，比如班主任老
师、××主任、姨妈、××同学……
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好
像在表达：快接电话，出大事啦！

这并不是自己吓自己，曾经
也只是单纯美好地接电话而已
啊，但无数次电话那头都传来急
如律令般的大事，让电话铃声调
成瑜伽放松音乐也无法消除恐
惧。曾接到的大事电话有：开心妈
妈，你快来幼儿园一趟，开心发烧
了；你把那个数据整错了，快点来
改了马上要交；开心妈妈，送一套
衣服过来，开心吐了；快帮你姨妈
挂个号，这血压简直降不下来；你
知道吗，那谁住院了，很严重，我
们一起去看看……

回头细想，在通讯形式如此丰
富的现在，插科打诨、闲聊八卦，在
微信上就聊了；不着急的讯息询
问，也网上进行了。如果不是着急
上火的事，真的没必要用打电话这
种方式。所以别人一旦打电话，想
的肯定是必须马上办的急事。一想
到这点，就更压力大了，不敢接又
不得不接。所以每次接电话前，心
理上一定要走完这套程序才敢接：
啥事？打错了？等等，镇定，再响三
声再接；也许不急吧，不接；急的话
会再打来的；天哪，又打来了，再等
等再接……算了，还在响，接吧。深
呼吸……

除了害怕听到出大事，不愿意
接电话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是被迫
必须与你马上交流。啧啧，被迫、必
须、马上，听听这些词，难受、憋！

你给我微信、QQ、微博留言
了，我还有回旋余地，可以根据自
己的时间安排，确定是否回复你、
什么时候回复你，可是接通电话就

不一样了，我可以回答“我现在忙，
空了再说”吗？

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是很难面
对面与人交流的，隔着电脑屏幕和
各种通讯APP，就好很多，反正不知
道对方此时的表情神态。可是现在，
社交恐惧已经蔓延到了通电话上，
听到对方的声音，还必须予以应答，
这与面对面聊天有多大区别！见字
如面就好了啊。于是，不仅不能听电
话，连收到微信语音都吓得虎躯一
震，全身都在拒绝点击收听。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电话
响不停，一副“你要是不接打到你
没电”的豪迈样子，我这边好不容
易做好心理建设接起来了，对方
说：“快看，我给你微信留言了。”然
后你还来不及回应，对方已经立刻
挂断电话了。遇到这样的人，不要
生气，相信她也是一个很爱微信联
络的人，只是迫不得已才拿起电
话，要不然怎么从电话里跑得比你
还快呢。 （开心）

■别人给我打电话

没事
别打电话

以前要维护跟朋友的以前要维护跟朋友的
感情感情，，逢年过节就必须勤逢年过节就必须勤
打电话打电话；；

现在现在，，如果你经常有如果你经常有
事没事打电话事没事打电话，，你的朋友你的朋友
不仅在心里备好了不仅在心里备好了 3030 米米
的大刀要砍你的大刀要砍你，，可能还会可能还会
跟你绝交……跟你绝交……

我鼓足勇气打去电话，她接电
话的声音却警惕干瘪得可怕

这个月10号，女儿中考体考，因为成绩要计入中考
成绩，所以家长老师孩子们都非常重视，“力保不失分”。

女儿三项考试项目中，坐位前屈是稳拿 100 分
的，立定跳远是跳三次有一次能满分，800米拼了命可
以拿到满分，稍不注意就要差个七八秒。

真的很着急呀！“在体考上失分太划不着了！”这
是所有家长的共识。更可恶的是，体考时间恰好碰上
女儿的生理期！这怎么可以！

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距女儿生理期还有 6 天
了。关键是我都下了班才想起，晚上赶紧打电话给一
个医生朋友，咨询怎么才能将生理期延后。她告诉我，
吃黄体酮，一般提前七天吃，“你现在吃都有点晚了，
得抓紧”。

好，第二天上午赶紧到药店去买黄体酮。这下问
题来了，第一家，卖药的说，你女儿才十四岁多一点，
还不属于成年人，不能吃，不卖；找了半天，终天在另
一家卖药买到了，但销售人员说，可以吃，但剂量可能
要比说明书上的少吃点。

到底咋办？我可是耽误不起了啊，再不吃，万一没
效果影响考试怎么办？赶紧给医生朋友打电话。听我
这么一说，她也有点犹豫了（她是儿科医生），说：“这
样吧，我有个同学是妇产科的，我去问一下她。”很快，
她回电话了：“我同学说了，十四岁的女生可以吃，没
问题。”临了还给了我一个她朋友的电话，“具体有什
么事你打这个电话问她，我给她说了的”。

拿到电话是上午11点左右，虽然心里有很多问题
要问，但想到医生上午肯定很忙，不是出门诊就是手
术。终于熬到中午12点多，医生也要吃饭午休的啊，这
才战战兢兢地按下了号码。响了几秒钟，没人接。

没接就没接吧，反正也要下班回家后才能给女儿
吃药。

下午继续上班。快下班时，儿科朋友发来短信，是
她的妇产科朋友回她的截图：“可以吃。一天200mg最
好，100mg也可。”

按说人家说得这么清楚了，我也应该很明白了。
但家长就是这样，只要这件事与孩子有关，就会想得
特别多特别细。最啊，说明上说“吃药时间最好离吃饭
时间远点”，那这个“远点”到底是多远？女儿现在吃，
来得及不？200mg 最好，100mg 也可，那如果每天
200mg的话，要吃多少天？如果一直吃到10号，连吃9
天，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

纠结了又纠结，犹豫了又犹豫，虽然作为一个来
电恐惧者，我太清楚接到陌生电话的心情了，但没办
法，关系到女儿的事，而且是这么重要的事，我必须问
清楚。于是，在家里足足转了三圈后，最终还是心一
狠，再次摁下了那个电话号码。响了很久，没人接。按
我自己的体验，陌生号码，打一次可能是骚扰电话，打
两次，应该就真的是有事了。于是，又硬着头皮再次摁
下了电话——算上中午那次，我都第三次打这个电话
了，应该要接了吧？果然，这一次，接了。但电话那头的
声音很警惕也很干瘪。我本来就觉得自己很唐突，这
下就更慌了，语无伦次地说明了情况后，医生说：“没
问题，吃一颗也可以，每天睡觉前吃就行了，吃到10
号也可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留下我在屋里愣了半
天——看嘛，果然所有人接到陌生电话都很不高兴
啊。唉都怪我心太急，以前给陌生人（包括朋友介绍的
人）打电话前都一定会发个短信自我介绍并简要说明
情况的，这一次，确实是我太失礼了。 （周一菲）

■我给别人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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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学生正值青春期，生命

能量非常强，攻击欲望也很
强，情绪很容易极端化。如果
他的情绪被刺激了，很有可能
走到极端，比如说暴怒啊、砸
东西啊、骂人啊……更有甚者
会跟家长动起手来。

特别是有些男孩子，当他
爸爸打他的时候，他会还手。
有的孩子还手的时候，又哭，
又跳，又叫，我在心理咨询时
常听父母提到。

2
孩子情绪失控，大多数还

是家长引起的。那么家长应该
怎么做呢？

首先，你得搞清楚，他是
个青春期的孩子，很容易情绪
极端，那么父母就应该少去刺
激他。如果能掌握一点跟青春
孩子沟通的技巧，一般来说，
就不会发现这种冲突了。

大忌1：讽刺挖苦

如果父母没有沟通的技
巧，就很容易跟他发生冲突。特
别是有些爸爸，他教训孩子的
时候，总是要把孩子说到无地
自容，这样孩子就失控了。还有
一些爸爸，他讽刺孩子、挖苦孩
子，一直挖苦到孩子暴怒。

他不是小学生，被你讽刺
挖苦，他不一定理解。他是一
个青春期的孩子，你要过分的
话，他会暴怒。

大忌2：让孩子滚

还有一些爸爸，包括一些
妈妈，讲这些话，也会让孩子
暴怒：“你滚出去，我不要看见
你，你有本事你滚！”你这样说
的话，很容易刺激到孩子，孩
子情绪上来，一怒之下就出去
了。他觉得你都这样说了，他
再不滚出去就没太没脸了。

高中生他可以在外面打
工，他就不回来了，你怎么办？
如果是一个初中生，你满世界
去找他，还要发动警察……所
以，你实际上是给自己造成了
没有台阶下。

大忌3：恶意攻击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对
孩子多年的不满，比如觉得他
成绩不好，通过很恶毒的语言
来攻击这个孩子，诸如“像你
这种样子，嫁不出去！谁会要
你这种人，又懒又笨，考试又
不好……”如果妈妈对着女儿
说这种话，你这样搞下去、这
样攻击的话，孩子会失控，砸
东西，甚至于跳楼都有可能。

那么家长，你现在知道
了，克服讽刺挖苦、克服情绪
失控叫孩子滚出去、克服用恶
毒攻击的语言……这些做法，
会造成青春期孩子情绪失控。

3
那么假如你的孩子情绪

失控，是跟父亲起冲突，旁边
的妈妈此刻一定要冷静。你既
不能又哭又跳对着他的父亲，
也不能又哭又跳地对着儿子。
妈妈此时一定要理解孩子的
情绪，站在孩子情绪一边，告
诉孩子“你现在很愤怒，妈妈
理解你”；“你现在情绪很烦
躁，妈妈理解你”……你一定
要理解他的情绪，而不能像个
疯子一样在家里又砸又跳，你
要这样的话，孩子的情绪失控
要很长时间才能平息下来。

所以，当一个家长跟孩子
起冲突的时候，另外一个家长
就应该站在孩子情绪一边，你
理解他的情绪，他平息得很
快，人的情绪被理解了，往往
就能调整得好起来了。

我们面对情绪失控的青
春期孩子，就是不能以暴制
暴，不能以你更恶劣的情绪，
来对待他的失控情绪，那样的
话，你们家就翻天了，你们家
就没有太平日子过了。

所以家长，你毕竟是家
长，不是青春期，你要比他有
理性，你要比他情绪有控制，
当孩子跟家长情绪起强烈冲
突的时候，造成孩子情绪严重
失控的话，我多半认为是家长
做得有问题。 （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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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这种事就别打电话了好吗？
贝尔发明电话时一定不会想

到，几百年后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把
“没事别打电话”归为社交新礼仪。

除了不得不接的快递员和外卖
送货员的电话，我平时连接亲朋好友
的电话，都要迟疑半天，除非我事先
知道是十万火急的事，否则我看到了
也会等一等再接，甚至会直接摁成静
音，发微信文字给对方“什么事？”

但有一种电话，你是躲都无处躲。
有天早上刚把儿子送到幼儿

园，准备回家睡个回笼觉。十点多的

时候迷迷糊糊看了一眼手机，三个
未接来电。一点都不夸张，那一瞬间
我就清醒了，头皮都麻了，脑子里闪
过一万种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儿子
在幼儿园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颤抖着双手赶紧回拨过去，接
通后，电话那边问：“你好，请问是
郑××妈妈哇？我是吕老师。”我声
音都发抖了，我问郑××怎么了？
吕老师说：“没什么，我就是想跟你
沟通一下这次幼儿园团体操表演
他没被选上的事儿……每个班只

能选 7 个娃娃，郑××平时没有接
触到舞蹈这方面，所以身体柔韧性
有点差……”

“吓我一跳，还以为他出什么
事儿了。”我赶紧说，“没关系没关
系，本来也只是积极参与，没指望
他选上。”吕老师解释：“害怕家长
误会，所以想打电话解释一下。谢
谢理解。”

挂上电话，我长舒一口气，那
颗七上八下的心终于回到原位。

（郑大钱的妈）

买个牛肉干，打啥子电话嘛！
有天早上去公司的地铁上，突

然接到老公的电话。咦，才分开没得
好久得嘛，咋又打电话呢？第一反应
是糟了出什么事了？把各种最坏结
果想了个遍，才忐忑不安、小心翼翼
地摁了接听键。

结果电话那头，他问：“吃牛肉干
吗？我给你买几包，我觉得挺好吃的。”

我……简直哭笑不得！松了口
气，训了他几句：“有什么事不能微

信说吗？屁大点事至于给我打电话
吗？没什么事别给我打电话！”

老公被我劈头盖脸一顿呵斥，
对我的强烈反应表示了委屈和不
满。他说他只是在单位楼下的超市
买牛奶，恰好看到他很喜欢吃的一
种牛肉干到货（平时经常缺货），于
是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

想想也是，当初我俩谈恋爱的
时候，每个晚上都在煲电话粥，一打

就是几个小时，说不完的话，聊生活
里的趣事，工作上的麻烦……而现
在，我却特别害怕接电话。

我的女友姗姗，她在某天接到
一个电话，是她妈妈打的。她们母女
关系非常好，经常打电话聊天。她高
高兴兴地接起电话，听到的却是父
亲出车祸意外去世的消息。从那以
后，只要看到手机来电，她就特别恐
惧，总害怕是坏消息。 （鹿鹿）

半夜12点多打来电话摆龙门阵？疯了吗！
因为家有学童，为了不打扰她

学习，当然也更是为了不让我打游
戏的声音被她听到，让她觉得全家
都在耍，就我一个人在苦读，增加
她学习的悲苦感，所以我的手机一
般都设置为静音，并且也在朋友圈
里声明，请朋友们在下班时间若无
十分必要不要给我打电话。

好在我电话本来就不多，加上
朋友们大多表示理解（因为大家都
有来电恐惧症），所以过得也还相
安无事。

但正因为平常都相安无事，偶
尔在非正常时间接到那么一两个
电话，那惊吓程度就非比寻常了！

有天晚上，都 12 点多了，我已
经上床准备睡觉。突然床头柜上的
手机像一个微型坦克，不停乱撞
（振动模式）。天，这么晚了，谁打电
话？不会是我爸或我妈出事了吧？
再探头一看，天，真的是我姐！（我
和我弟都在成都，我爸妈和姐在老
家）我一把抓过电话，问：“咋子了？
爸爸或者是妈妈生病了哇？”结果

我姐幽幽地回了一句：“不是的，是
我今天睡觉前喝了点浓茶，半天睡
不着，想到你反正也喜欢熬夜，就
想和你摆一下龙门阵。”我！声音一
下子提高了八度：“你神了哦。你晓
不晓得，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半
夜三更接到父母或兄弟姐妹的电
话！你才安逸呢，半夜三更打电话
摆龙门阵！我还以为爸爸妈妈出事
了呢！吓死我了。”然后果断挂电
话，关机，飞快地躺回床上安抚我
那颗砰砰乱跳的心。 （叶湄）

你打电话过来，就是逼我马上表态

如何避免
孩子情绪失控？

现在，社交恐惧已经蔓
延到了通电话上，听到
对方的声音，还必须马
上应答，想到就压力山
大！见字如面就好了
啊。于是，不仅听电话，
连收到微信语音都吓
得虎躯一震，全身都在
拒绝点击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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