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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商业学校心理工作室：

聚焦青春心育 助力学生成长
一个明媚的下午，一群学生围着一张方桌，逐一根据手中的卡牌

“讲故事”，每个人神情放松愉悦，房间充满了欢声笑语……

这是上海市商业学校（以下简称“商校”）心理工作室里的一幕。

多年来，商校心理工作室细心呵护商校学生的心理健康，尽力让学生

们以积极饱满的心态，平稳度过青春期。

“我希望通过心理工作室的努力， 帮助有需要的孩子打开心结，

拥抱阳光。 ”心理工作室领头人颜苏勤表示。

1999年，心理辅导室在中职校

中很少见，但关注学生心理问题的

颜苏勤在这一年向校方建议：开设

心理辅导室，帮助部分有需要的学

生走出心理困境。

一间房间、一名老师、几本心理

书籍……就这样，商校心理工作室

的前身———心理辅导室成立了。颜

苏勤投入到心理学学习中，并在帮

助学生的过程中，对心理学产生了

巨大的热情和兴趣。

卡牌活动、沙盘活动、心理征文

比赛……如今的商校心理工作室，

在颜苏勤的引导下，经常举办集体

性心理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

个学生都能在集体活动中更好地认

识自己、了解他人，并在与他人的正

向互动中，得到成长，感受快乐和温

暖。例如，心理工作室曾组织学生进

行摄影，然后配一句与照片相关的、

积极且治愈的话语，之后将这些图

文择优展示在公众号上。

“秋天，一切充满希望！”“发

光并非太阳的专利，你也可以发

光。”……优美的语句配上漂亮的

照片，让人觉得十分温暖。

“我希望，这些活动不仅能让

学生们能更加阳光，同时，也向全社

会展示商校学子整体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颜苏勤透露，除此以外，

针对有心理困惑的个体，心理工作

室还会安排教师进行一对一交流，

帮助其走出困境。

“相比于集体性心理活动，个

案心理辅导效果更加隐性、缓慢，但

能够及时有效地遏制危机和风险，

所以在心理健康工作中十分必

要。”颜苏勤称。

自成立心理辅导室以来，学校

也在积极探索如何更好地将心理健

康教育与“和雅”校园文化相融合。

“我们希望在全校形成以‘和

雅’文化为核心的心理氛围，在这

种氛围下，教师‘和爱惠美、雅而厚

德’，学生 ‘和而求实、雅而善

思’。”颜苏勤透露，为了确保学生

心理健康，心理工作室会面向全校

班主任开设心理讲座，帮助班主任

更好地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在家庭

方面，心理工作室也会面向家长举

办讲座，针对个别案例，还会进行家

庭心理辅导。

“家校互助联动，才能共筑学生

的心灵‘防火墙’。”颜苏勤表示。

近三年，商校参与、承办“身心

协同 青春起航” 等公益讲座 25

场，受众群体达 6 万人；主办市级

青春期心理健康说课活动，有 15

所中职校参与展示；主办市级心理

健康演讲活动，有 16 所中职校学

生参与展示。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商校心

理工作受到社会关切，多所中职校

以商校为模板进行心理教育。”颜

苏勤说，商校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

的社会辐射范围在逐步扩大。

在校方的大力推进下，心理工

作室在 22年后产生巨变。

1999 年，心理辅导室只有一名

心理教师，如今，已拥有三名全职教

师和八名兼职教师。

当初，心理辅导室还是“零教

材零基础”，如今，颜苏勤已编著、

主编了 6 本国配教学用书，其中

《中职生青春期心理健康》通过教

育部政审，被列为“中等职业教育

德育课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配

套教学用书”和“中等职业学校思

想政治选修课程教学用书”。1999

年，心理辅导室主要解决学生心理

困惑，如今，工作室聚焦青春心育，

关注学生全面成长，开展以青春期

心理健康课拓展活动“青春期责任

成长”等为主题的学生活动，六年

获评“上海市心理健康活动月优秀

组织奖”。

2020 年，国家首次将心理课程

列为中职校必修课，而此时的商校

已走在前面：拥有两门心理课程，一

门是国家规定课程“职业生涯与心

理健康”，另外一门是商校特色课

程“青春期心理健康课”。

“我希望助力更多中职学生感

受生命的力量，勇于承担对自己、

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看见青春

的光彩，在多方助力下实现人生的

梦想，拥有幸福的人生。未来，工作

室的年轻教师一定做得更好。”颜

苏勤称。

（文/乔一萌）

玲娜贝儿、星黛露如此火爆，

恐怕因为成年人也有一个梦！
晨报记者 何雅君

“你有见过凌晨四点的

上海迪士尼吗？ ”

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

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情景发

生在自己身上，但对于很多

人来说 ，见与不见的 “凌晨

四点的上海迪士尼 “，最大

的力量来自于 “川沙妲己”

玲娜贝儿。

国 庆 节 前 的 9 月 29

日，上海迪士尼发布了达菲

家族全新 IP 玲娜贝儿。 这

只粉红毛绒狐狸甫一亮相，

就抓住了所有迪粉的心，公

仔、挂件很快即告售罄。

“什么时候才能买到玲

娜贝儿？ ”怀着遗憾的迪粉

们苦苦等待下一次上新和

补货， 每天紧盯官方公告。

为能在第一时间买到这只

狐狸，默认了排队“老规矩”

的迪粉们甚至想好了一万

种抢购玲娜贝儿的方式，比

如提前定好酒店、买早享卡

入园、凌晨 4 点喊上男朋友

一起排队……

11 月 24 日晚， 上海迪

士尼“达菲友你”微博官宣，

2021 达菲和朋友们圣诞系

列商品即将上线，采用线上

预约+线下购买的方式发

售，打碎了粉丝们的排队计

划， 但他们立刻振作起来，

研究新的规则。 没想到，11

月 25 日晚的一则官宣 ，确

定原定 11 月 26 日开启的

线上预约和 11 月 29 日启

动 的 线 下 购 买 双 双 延

期———再一次将他们的胃

口吊起。

和如痴如醉的追星族

同理，玲娜贝儿就是迪粉们

的“梦中情狐”。 值得一提的

是 ， 这些为公仔痴狂的粉

丝， 几乎清一色是成年人，

抢购公仔也不是为了讨好

家中孩子，而是要圆自己自

小种下的一个梦。

资深玩家都知道，和代购相比，自

己去买有一项显而易见的好处———保

证正品。

有些新入坑的玩家找代购买来

后，会将玩偶照片发在小红书上，请大

家鉴定“正不正”。资深玩家看多了各

种各样的星黛露，扫视一下兔脸和细

节，就能给出“一眼正”或者“紫色兔

子”的评价———“紫色兔子”是圈里

对山寨款星黛露的雅称。

鉴定玲娜贝儿有一定难度，因为

把玩过正品的人不多。

有些玩家宁可原价去店里买，也

不找持有年卡的代购，为的是另一个

目的———挑脸。毛绒玩具的成品往往

会有细微差别，脸型端不端正、眼睛对

不对称、头是否够圆、嘴线有没有歪，

玩家都会仔细观察，尽最大努力“挑

一只脸甜的”。

一些玩家不满足于原脸的造型和

单一的姿势，还会改装骨架———小红

书上，众多星黛露和玲娜贝儿都享受

过这种“美妆”待遇。

而 Yogi 自己就是改娃的好手。

找到缝线的位置，拆开公仔背部，掏出

一部分内芯，放入调节好的骨架，放回

内芯后全部缝合，公仔就能摆出不同

的姿势，仿佛有了灵魂。如果要换眼

睛、鼻子，得把原来的拆下，再将新的

装上去……

Yogi 还在期待疫情结束，到时

候，她在东京和上海两个家的公仔们

就有机会见面了。“拥有自己爱的玩

偶”———这是属于成年人自己的快

乐，也是繁忙都市生活留给玩家的小

确幸。

即便没有玲娜贝儿，每次达菲家

族上新，东迪和港迪售卖星黛露的情

况也是“卷得可以”。有人委托当地的

亲朋好友帮买，更多人看到上新公告，

就去找代购预定。在东迪，为了保证买

到，买家们不惜掏空钱包，一次性下单

全套达菲家族的挂件（东迪近两年没

有出过达菲家族的公仔）。即便如此，

还是遏制不住抢购星黛露的风潮。

为了将这股风气“刹车”，这一

次，上迪官方规定，达菲系列圣诞新品

将以线上预约 + 线下购买的方式发

售。而在本月初，东迪和港迪在发售达

菲系列圣诞新品的同时，已经出台了

严格的限购方式。

港迪规定，同款单品每位会员仅

可购买 2件。东迪将达菲系列限定在

一家专门的店铺发售，每个游客入园

当天只能入店一次，每次入店限购一

只星黛露挂件。

有人抱怨，买到星黛露的代购转

手在网上挂出高价，星黛露的价格更

高了。Yogi 则有不同看法：“至少不

用像上迪那样，凌晨就去排队。”Yogi

从不找代购，总是亲力亲为地跑去乐

园里买，有时顺手帮朋友带两只，按购

买价格交给对方。“我不做代购，把爱

好变成生意就不好玩了。”Yogi 说。

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微博

上，曾有玩家留言，支持出台限购政

策：“每次达菲家族上新，不能第一时

间赶来、又不想找代购的上班族根本

抢不到喜欢的款式。今年万圣节限定

款是 9月 22日上新，蜜蜂狗和恐龙龟

不到一天就售罄，并且不再补货，当天

没去的人只能眼睁睁错过。”

当购买玩偶的目的从单纯的喜

爱变成了收藏所需，淘宝闲鱼上，价

格越卖越高的玩偶们兼有了理财属

性，价格随标牌的齐全程度、购买难

度波动。

以玩家心目中的“神仙款式”

———东京迪士尼 2017 年的胡桃夹

子星黛露为例，一只“三牌齐”的挂

件单价超过一千元。卖家敢开这样

的高价，是因为有底气———真有人

会买。

和远隔重洋的东京迪士尼相

比，香港迪士尼的公仔相对好买一

些，但绝版款式也不便宜。去年，香

港迪士尼出品的 14 周年海军星黛

露，闲鱼上的公仔五六百一只，挂

件七八百一只，考验着买家的经济

实力。

“挂件比公仔贵，是因为公仔更

占地方。为了充分利用空间，玩家们

更愿意收藏挂件。”一位闲鱼卖家

解释。

各家迪士尼的限定款公仔均有

自己的发售期限，一旦过了时间就会

绝版。新入坑的玩家要收藏绝版款，

只能接受淘宝、闲鱼上开出的高价。

夏三三庆幸自己入坑早：“很多

款式都是在大热之前收的，放到现在

更贵了。”Yogi 觉得：“公仔的单价

如果超过人民币三百元，我就放弃

了。有人拿它们‘低买高卖’挣钱，上

新时大量囤货，绝版后卖出，但真爱

崽崽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疫情阻挡了人的流动，上海迪士

尼一度成了国内玩家心目中的平价

乐园。虽然今年，季节限定款 SS 号

（40厘米长）公仔的单价从 199 元

涨到了 219 元，同款挂件的单价也

从 119 元升到了 139 元，玩家们仍

觉得“可以接受”，直到今年的中秋

款星黛露三天售罄，点燃了“饥饿营

销”的一把火。

谁是迪粉中的顶流玩家？某社交媒

体上，一条《全世界“星黛露“都在我

家》的爆款将夏三三推上了“星黛露收

藏家”的宝座。

在夏三三家里，看到客厅的每一面

墙上都坐满了星黛露，身为“入门级玩

家”的青小萝被震撼了。她们来自上海、

香港、东京和夏威夷的迪士尼，按照推出

的时间排序，总计有数百只。

“你应该去开星黛露博物馆。”青小

萝对夏三三说，“所有的款式，在你家里

都能找得到。”

由于各地迪士尼每隔一段时间都会

推出新款，青小萝很清楚集齐所有星黛

露的难度。玩家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实

力，还要有对款式烂熟于心，辨别真伪的

火眼金睛。

夏三三也承认：“靠自己的力量不

可能买到这么多。尤其疫情之后，出境

太不现实。”和同类“收藏家”相比，她

的优势是入坑较早。2016 年上海迪士尼

一开业，还在上大学的她就常来，项目刷

够了，就去买达菲家族的公仔。

2018 年，星黛露登陆上海迪士尼，

夏三三的收藏力量集中到这只兔子身

上。每一款星黛露都穿着不同的小衣服，

让她越看越爱。

随着星黛露的火爆，有些款式很快

断货，她便委托代购帮忙找齐。这个还

没成家的姑娘笑称，自己工作赚来的钱

都捐给星黛露了。

“我都没有这么多地方来放星黛

露。”青小萝说。每逢星黛露上新，青小

萝首先下手的都是挂件，至于公仔，她得

稍作盘算———“219 元一只的 SS 号星

黛露，原价买没问题，问题是兔子多了，

要考虑放在哪儿，毕竟家里空间有限，还

要留地方给孩子。”

和乐园里蹦蹦跳跳的“儿儿”、萌态

百出的露露不同，毛绒玩具只能静静地

坐在一边陪伴主人。但玩家赋予了它们

新的内涵。

“80 后”玩家 Yogi 告诉记者：“我

也喜欢露露和贝儿，不过最爱达菲。它

太可爱了，抱在怀里很柔软很治愈。毛

绒玩具不会说话，但在乐园里看达菲和

朋友们表演、与它们互动时，我觉得它们

都是有灵魂的。这些公仔围绕在身边，

就像有了一群可爱的朋友，看到它们，就

忘记了成年人的烦恼。”

Yogi 是住在东京的上海人。她在

上海和东京的家，都被达菲家族“占

领”了。按照玩偶的身高，她网购了全

透明塑料盒，将公仔、挂件分别放入，

叠成“公仔墙”和“挂件墙”。她还办

了年卡，有空就去乐园转转，看达菲和

朋友们在舞台上唱歌跳舞，在指定地

点与他们合影。对于 Yogi，迪士尼就

是伊甸园，将生活的琐碎隔绝在

围墙之外，墙里只有鲜花和笑

容。

在迪粉圈里，Yogi 这样的玩

家被定义为“腰部以上”———有一

定的经济能力和居住空间，能收集

和存放喜欢的玩偶，也能在乐园进

出自如。Yogi 还有一项得天独厚的

优势：由于工作所需，她常飞往世界

各地，也不忘带上达菲和星黛露一起看

风景。

对于Yogi，达菲还有一层特殊的含

义———象征爱情。“达菲的诞生是源于

米奇要去航海，米妮为了让他不寂寞，给

他手作了一个达菲熊。后来，米妮又为

达菲添了个好朋友雪莉玫。十年前，我

就喜欢达菲和雪莉玫，男朋友下班后去

了东京迪士尼，买了一对达菲和雪莉玫

送给我。”Yogi 总结，“每个女孩都想

要收到男朋友送的熊。”

“穿圣诞装的玲娜贝儿这么可爱，

一定要拥有啊！”

此次上新的圣诞系列共有 7 个宝

贝，人气最旺的无疑是玲娜贝儿。“95

后”上海姑娘夏三三早就研究过宣传照

上的玲娜贝儿，为买到新品，早早找了代

购。她的小红书和微信头像上，都戴着

贝儿的发箍。

在迪士尼讲述的故事里，玲娜贝儿

是个小小冒险家。达菲熊在森林里迷路

后，是玲娜贝儿通过他身上的痕迹寻找

线索，帮他找到了回家的路。夏三三喜

欢玲娜贝儿，是因为她看起来实在可爱，

拥有星空蓝的大眼睛和蓬松的狐狸尾

巴。

真心沉迷抑或只是凑热闹，人们都

在为这只狐狸疯狂。

11月 15日，一名抖音博主甚至在

上海迪士尼向玲娜贝儿人偶下跪 “求

婚”，将视频发在网上换流量。而在之前

一支爆款视频中，故意将玲娜贝儿叫成

“安娜贝儿”的也是他。

舍不得贝儿陷入尴尬，夏三三带

头声援：“受不起大哥！我们贝儿还

小，贝儿才刚满月！”旁边的“妈妈粉”

们也是好一阵心疼。由于制造闹剧，这

名博主被人举报，抖音账号被封禁三

天。

在上海迪士尼，凡和玲娜贝儿沾边

的，都能掌握流量密码。她的人气甚至

超过了“川沙女明星”星黛露，被入了坑

的迪粉们唤做“川沙妲己”，乳名“儿

儿”。

早在上海迪士尼对玲娜贝儿进行剧

透时，粉丝们就对这只狐狸的颜色、外

形、性别进行过热烈猜测。

而在玲娜贝儿诞生前，星黛露是达

菲家族乃至整个迪士尼的“顶流”。这只

想当舞蹈家的兔子诞生于 2017 年，拥

有笔直的长耳朵、棕色与黑色相间的眼

睛和淡紫色绒毛，从东京、香港一路火到

上海，让无数迪粉沦陷。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开园五周年时

表示，如果把 2018 年至今售出的星黛

露主题商品叠加起来，其总高度相当于

119座珠穆朗玛峰。

迪士尼流量密码在玲娜贝儿手里A

带上达菲星黛露一起周游世界B

“顶流玩家”集齐全球星黛露C

绝版款玩偶有了理财属性D

为了抢玲娜贝儿排队一整天E

装了骨架的公仔仿佛有了灵魂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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