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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心理专家苏珊福沃特在其著作中《原生家庭：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强调很多人过
的不幸福和自己的原生家庭息息相关,和父母的控制欲有关。造成父母控制性人格的原因,和父母自身的
成长经历、没有把孩子当独立个体、过度溺爱有关。导致当代大学生毕业之后,难以适应职场,容易导致
心情抑郁,容易滋生自卑心理,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容易产生控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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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ducational misunderstanding of parents' desire for control to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Xinmeng 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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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er book The Family of Origin: How to Fix Your Personality Defect, American psychologist
Susan Fowalt emphasizes that many people’s misfortun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family of origin and their
parents’ desire for control. The causes of parental controlling personality are related to the parents’ own growth
experience, the failure to treat their children as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and over-indulgence. As a result, it is
difficult for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o adapt to the workplace after graduation, which easily leads to
depression,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rebellious psychology, and also breeds controlling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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