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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有困难，也能看门诊！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学习困难”门诊火上热搜，网友

大呼“相见恨晚”！不少网友感慨，“要是我小时候有这个门诊就好
了！”“学习不好，让妈妈带去看门诊”“太真实了，符合大家的实际
需要”“30岁了还可以去么”……

调侃之余，网友也十分好奇：“学习困难”门诊到底看点啥？为
何要开设这个特别的门诊？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原来这一门诊至
今开设已有两年多，每周四下午半天门诊，两年多来接诊了1500余
名孩子，为他们的学习成长之路提供更多帮助。

记者：“学习困难”门诊到
底是干什么的？

朱大倩：“学习困难”门诊
开设于两年前，是儿科医院心
理科的一个门诊，开设这个门
诊之前，就常有一些注意力不
集中的孩子到心理科就诊。医
生看诊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
小孩子因为学习的问题，或者
说学习困难，有很多相关的问
题，比如情绪问题、亲子冲突，
包括学校老师对孩子有看法，
等等。

外界经常会对学习不好的
孩子家长或学校老师说，降低
对孩子的要求，这样便能减少
冲突。但我们在接诊中也发
现，这样做对孩子不负责任。
因为学习毕竟对孩子来说是蛮
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学
习有困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问题。

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
有很多，除了家庭教育的原因
外，学习困难可能由各种神经
发育问题、情绪和精神心理障
碍、文化和环境不利因素等所
造成。

由于平时心理专科门诊里
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很详细地
帮小朋友分析学习困难的原
因，我们当时就开了一个“学习
困难”专病门诊，这个门诊可以
仔细地从根源上分析、厘清孩
子关于学习的问题所在。

记者：到底哪些情况属于
“学习困难”？

朱大倩：一些孩子是由于
神经发育问题造成的“学习困
难”，可能患有“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这是门诊常见的情况。
这些孩子因为神经发育不完
善，难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造
成在学习的时候容易分心、发
呆、畏难，影响了学习成绩。还
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孩子虽然
智力正常，但在某项特定的学
习能力方面存在发育落后，进
而影响到相应的学科成绩。

这两类孩子其实蛮多的，
往往容易被误解成“小学渣”或
者不爱学习的“小懒虫”。有些
孩子出现读写障碍，他们听老
师讲课、说话都没问题，但你要
他们阅读、看试卷、写作文，他
们就有困难了，如果换成口头
作业，他们就能滔滔不绝。

实际上，经过正规的治疗，
包括药物治疗、行为治疗、专业
的康复训练等，这些孩子的情
况是可以大大改善，甚至从“学
渣”逆袭成“学霸”的。

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
存在情绪问题，比如“学校适应
障碍”“焦虑抑郁”“亲子冲突”
等等。门诊接诊患儿后，医生
会详细地和家庭进行访谈，了
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

孩子本人的情绪、发育状态等，
充分收集信息，找出可能存在
的问题。然后，根据访谈结果，
开出一些标准化的评估和检
查，包括心理测试和各种类型
的身体检查，来详细鉴别孩子
的困难所在，获得一些量化的
指标。

完成检查后，医生会帮助
家长解读检查结果，分清孩子
是“不能学习好”还是“不愿意
好好学”，并且搞清楚孩子因为
什么“不能学”，又为什么“不愿
学”，帮助家长去理解问题所
在，和家长一起选择最适合的
治疗方法。

记者：会使用药物治疗么？
效果怎么样？

朱大倩：如果是神经发育障
碍，其中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多动
症，这些孩子药物治疗效果其
实是蛮好的。大概70%的孩子
都能够受益于药物治疗。如果
这个孩子不合并其他的学习障
碍，主要是由于多动症对学习
造成影响的，用药以后其实他的
注意力改善了，学习一下子就
能够上去的。

还有一部分孩子，是比较
严重的情绪问题造成学习困
难，比如焦虑抑郁等，我们按照
国家批准的儿童药物标准使用
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效果
也很不错。

记者：看过门诊后，“学渣”
马上能变“学霸”？

朱大倩：没有那么快，因人
而异，门诊首先是帮家长理清
楚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是什
么，然后对症治疗、综合治疗。
的确有一部分孩子，就像前面
说的药物治疗效果比较快，比
如多动症的这些孩子，可能吃
了药状态就好了，一下子就会
从学渣变成学霸，我们有很多
这样子的例子。

但是还有一些孩子，像神
经发育障碍疾病中的其他病
类，还是需要通过康复训练的，
没有这么快。尤其是孩子过来
看诊的时候，已经处于小学中
高年级，再要去扭转是有点
难的。

所以我们希望家长在孩子
幼儿园阶段能够发现问题，这
时候开始训练效果就会比
较好。

还有一类是重度的神经发
育性障碍，像孤独症谱系障碍、
精神发育迟滞、智力障碍，对于
这一类孩子的治疗，我们会建
议家长换一种思路去培养孩
子，不一定是在学业上的期待，
孩子可能还有其他的兴趣爱
好，最终的养育目的，都是让孩
子能够过一个幸福的生活。

据《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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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学渣”变“学霸”

两年接诊1500多个孩子
有网友大呼“相见恨晚”

“学习困难”门诊火上热搜

“学 习 困
难”门诊负责医
生朱大倩

“学习困
难”门诊“一号
难求”。

■ 相关观点

学习困难是一种病吗？
近来，上海、武汉等地多家
医院“学习困难”门诊的火
爆，让不少人不得不重新思
考这个问题。

在上一代人乃至我们
这一代自诩“新人类”的认
知里，学习困难不是因为孩
子懒就是笨，学习方法不对
或者没摸着门道也不过是

“懒”“笨”的委婉表达。但
现在心理科的医生却言之
凿凿，这可能是一种病，且
援引国内外报告称其发生
率达20%左右。

学习困难到底是个什
么病？据医生在媒体采访
中的说法，学习困难是一个
在很多因素的作用下，造成
孩子学习状态不好、成绩不
良的结果。孩子学习困难，
除了家庭教育的原因外，还
可能由各种神经发育问题、
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文化
和环境不利因素等所造成。

可以说，这些基础观点
和认识，大有为“学习困难”
正名的效果，让我们以更加
严肃和科学的态度来正视
这件事。也只有将教养不
当、神经发育缺陷、心理情
绪问题等视作孩子真切的
困境，才有可能导向科学的
干预和改变。从某种程度
来说，无论对父母还是社会，
这都是一堂迟到的补习课。

相比心理情绪、家庭教
育等原因导致的学习困难，
由神经发育问题造成的读
写障碍、数学障碍、注意缺
陷多动障碍等因为所涉人
群少，他们的困境也并不为
太多人所知，也就很难谈及
理解和接纳。拿读写障碍
人群来说，据中科院心理研
究所相关课题组2014年发
布的调查报告，当年我国小
学生读写困难的发生率约
在 11%左 右 。以 此 比 例 推
算，那么至少有1000多万小
学生受到读写困难的困扰。

帮助孩子走出困境，个
人和家庭的“自救”固然必
要，更为根本的，或还是需
要社会构筑支持体系，关注
这个弱势群体，打捞起这些
孩子。

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先
行一步，在基础研究、政策、
教育实践等多个方面推进
探索，填补政策空白，推进
筛查、预防和治疗等，在他
们独特的跑道上助其成长
成才。而考虑这个支持体
系因要囊括诊疗技术、个性
化教育方案、心理辅导等，
需要学校、家庭、政府部门
及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学习困难”被正名，也
让被裹挟进教育竞争中的
父母暂时停下脚步，反思自
己的教育理念，重新思考教
育何为等这些“元问题”。

“学习困难”，得病的是孩
子，生病的或许是父母。

因此，从另一种角度来
说，“学习困难”门诊的火爆
和被热议，其实也是一种提
醒，提醒我们对于“孩子”这
种“特殊生物”的成长规律，
还 是 要 多 一 份 尊 重 。

据光明网

“学习困难”之困
需要被“看见”

据国内外研究报道显示，
学习困难发生率约为20%左
右，男生发生率比女生多
一些。

专家表示，“学习困难”其
实是一个在很多因素的作用
下，造成孩子学习状态不好、
成绩不良的结果；导致学习困
难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各种神
经发育问题、情绪和精神心理
障碍、文化和环境不利因素、
家庭教育不当等等。

与其他疾病一样，“学习
困难”的孩子找到病因后，及

时干预尽早治疗，效果更好。
以单纯的“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为例，一般治疗个把月，就
会收获明显疗效；至于其他复
杂性神经发育障碍，需要长期
随访康复。

从现有案例来看，幼儿园
前来问诊的孩子，经过及时纠
正，入学后障碍会明显减少，优
于高学龄段就诊患者。专家最
后建议：家长们日常还应多留
心、多观察，发现孩子学习生活
有问题，尽早前往专业儿童心理
门诊问诊，以期获得更好疗效。

幼儿园阶段干预效果最佳

为啥开设“学习困难”门诊

“我其实也没想到，我们
已经开诊两年了，之前门诊也
上过一次电视，也不知道怎么
突然就火了。”复旦大学附属
儿科医院心理科主任、“学习
困难”门诊负责医生朱大倩笑
着说，两年来已接诊和帮助
1500多名学习困难的孩子。

8月1日晚上，朱大倩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该门诊近日
冲上热搜一事，她也出乎意
料。“2020年9月开设门诊，主
要是看到心理门诊里亲子冲
突与学习有关的非常多，但到
底是孩子不愿意学，还是确实
没能力学，内中原因还应细
分，学习困难门诊由此应运而

生。”朱大倩告诉记者。
这个戳中众多网友心坎

的门诊，并不是突然“一号难
求”，而是开设至今一直很“抢
手”。得提前一周预约，每次
限号20人，每周四下午的门诊
几乎都是约满状态。

“我的孩子坐不住，上课
总是开小差”“老师说啥娃总
是记不下来，上课仿佛没有灵
魂”……

朱大倩告诉记者，来问诊
的大多是小学生、幼儿园孩子
及家长。“其实有这个意识非
常好，早点发现原因、早些进
行干预，效果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