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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关注

生活总是喜欢捉弄
我们， 在你绝望时， 闪
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
看， 惹得你不能死心；
在你平静时， 又会冷不
丁地颠你一下， 让你不
能太顺心。 人没有完
美， 幸福没有一百分，
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一次
拥有那么多， 又何苦要
求那么多。

刘伶俐 （四川）

卢老太轻信医托发放的虚假
医药广告， 花了好几千元， 购买
了一堆所谓的“神药”。 等发现上
当时， 骗子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想到被骗的钱相当于自己将近半
年的退休金， 卢老太又急又气，
一下子病倒了。 每天她都躺在床
上长吁短叹地抹眼泪， 亲友都十
分担心， 轮番上来劝说。 有人温
言软语地要卢老太别哭了， 要当
心身子； 有人帮卢老太分析问题，
告诉她应该马上到派出所或工商
局报案； 有人埋怨卢老太脑子太
单纯了， 连骗子的伎俩都看不穿；
还有人指责卢老太早不听子女劝
告……一番车轮战下来， 卢老太
的心更乱了， 她感觉亲友没一个
人能理解自己， 他们根本不在意
自己的感受。

在生活中， 我们都经历过特
别伤心和痛苦的心理困境， 特别
渴望得到周围人的劝慰。 当我们
向别人诉说自己的遭遇后， 如得
不到期望中的理解和共情， 反而
遭遇到许多质疑、 抱怨、 责骂或
羞辱， 受伤的内心没有得到温情
地缝合 ， 被拉开得更深 ， 经历
“二次创伤”。

在多次 “二次创伤 ” 之后 ，
很多人默默地放弃了向他人寻求
心理抚慰的想法， 大都躲起来自
我疗伤。 即使目睹了他人的悲伤

后， 也会视而不见， 无形中传递
了更多的冷漠， 使得人际关系变
得疏离。

其实， 劝慰他人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应该掌握一些心理学
知识， 其技术要点如下：

首先， 认真倾听对方的烦恼。
劝慰别人， 很多人觉得是用

自己的伶牙俐齿和正确的逻辑去
打败对方。 这其实是误解， 错把
劝慰看成了辩论。 劝慰别人， 最
重要的是聆听， 聆听就要全盘接
受对方， 无论你在内心是否认可
对方的苦恼。

倾听时， 脸上挂着关切， 眼
里充满和善， 身子微微前倾， 安
静地听对方诉说 。 不时点点头 ，
嘴里发出简短的句子 “哦！” “是
这样！” “后来呢？” 即使对方因
为情绪激动而显得语无伦次， 颠
三倒四， 或者前后矛盾， 也不必
去马上质疑。 聆听时， 劝慰者要
带着共情去体验对方的感受和情
绪 ， 让失意人觉得自己被陪伴 ，
得到尊重和温暖， 因而敢于敞开
心扉， 一吐为快。

其次， 要带着好奇心去接纳
对方的价值观。

有些劝慰者擅长倾听， 能够
打开对方的心理之门， 但他们无
法做到理解和接纳对方， 原因在
于他们很难跳出自己稳固的价值

观 ， 没 有
形 成 弹 性
而 多 元 的
价 值 观 体
系。 比如，
有 人 能 够
接受老少恋， 但无法接受同性恋；
有的人能够接受多元成家， 但无
法克服对暴露狂的道德批判……
所以在安慰别人时， 不自觉带着
个人的价值观判断 ， 认为对方
“杞人忧天， 自寻烦恼”。 甚至质
疑失意人，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呢？”

如果对方是自己较为亲近的
人， 劝慰者有时还会出现角色冲
突， 跨越边界， 开始代替对方的
家长、 老师、 上司、 伴侣或子女
等开始说教， 迫不及待地长篇说
教 ， 提出给对方的要求和建议 。
劝慰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反
移情会导致阻抗产生， 而利用个
人的偏见去干预对方。

在劝慰过程中， 劝慰者一定
要在意识里保持清醒： 他说的话
让我很不舒服？ 我会不会对他有
所反抗？ 这与我的价值观有没有
冲突？ 通过积极地自我知觉， 劝
慰者才能保持价值观的中立， 不
批判、 不说教。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卫所
李则宣 黄任之

轻轻一拧， 半分钟就能热好
一杯牛奶， 一分钟饭菜就能热气
腾腾了。 “立刻”、 “马上” ……
这就是微波炉的速度。 在微波炉
相伴的日子里， 不知不觉， 我们
不求美食， 只求速食， 忘却了烹
饪原本具有的乐趣 。 现代社会 ，
网络的泛滥， 信息的泛滥， 靠时
间酝酿已经离人们越来越遥远 ，
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 生活
的其它方面也开始了 “微波炉思
维”。

“微波炉思维” 就是指做一件
事， 根本来不及了解自己想要的到
底是什么， 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匆匆忙忙， 急近功利， 不结合实际
情况， 而是一味地要求速度， 如果
某件事不能在 5 分钟之内搞定， 那
么这件事就不值得动手去做。 其实，
“微波炉思维” 是浮躁、 焦虑的表
现。 “微波炉思维” 多见于 80后及
90后， 由于生活及工作环境压力巨
增， 价值观、 利益观的改变， 急近
功利之下， “微波炉思维” 是解决
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有着 “微波炉思维” 的人群，
希望经过几年的打拼， 可以很快
获得高薪、 升职， 住上大房子， 开
上好车子， 却在这个过程中， 往往
忽视了生活中可能更重要的东西。

有时， 过程也是一种美丽。
面对速食时代的 “微波炉思

维”， 心理咨询师建议， 要具有务
实精神 ， 保持谨慎稳重的态度，
不要急于追求眼前微小的功利， 要
长远谋划， 循序而求。 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 确立可实现的目标， 并
且将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
俗话说， 欲速则不达， 不能一味的
追求最高目标， 可以把所有的目标
形成一个个台阶， 帮助你不断向前
走， 向上走， 还可以调节情绪， 换
个思维， 真正的静下心来， 认真地
去学习、 工作。

湖北省襄阳市人民医院 杨丽

人生最大的不幸， 就是不知
道自己是幸福的。 我们很少想到
自己拥有什么， 却总是念念不忘
自己欠缺什么， 所以上天为了赐
予我们看见的能力， 会安排各类
失去的课程， 通过失去让人们学
习 “看见” 的能力———看见自己
拥有的幸福。

有一个富翁， 他非常有钱，
凡是能够买得到的东西他都有，
然而他却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幸
福。 怎么会这样 ？ 他感到很困
惑， 于是将所有的贵重物品、 首
饰、 黄金及一生赚来的钱， 都装
入一个大袋子， 然后去旅行。 他
决定只要有谁能够让他找到幸
福， 就把这个袋子送给对方。

他找了又找， 问了又问， 直
到走进一座村子 ， 有村民告诉
他： “你应该去见见这位大师，
如果他没办法让你找到幸福， 那
么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也没有
人能帮你。”

富人见到正在静坐的大师，
他说： “我来是为了一个目的：
我一生所赚来的钱财都在这个袋
子里 ， 如果你能够让我找到幸
福， 我就把这些都送给你。” 大
师沉默片刻。

夜已降临， 天色正在变暗。
突然间， 大师从富人的手中

抓起袋子就跑， 富人一急， 又哭
又叫地追着他跑， 但没一会儿就
追丢了。

富人简直快疯了 ， 他一边
哭， 一边气呼呼地说： “天啊，
我被骗了， 这个人抢走了我一生
的心血， 我所赚的钱全被他拿光
了。”

最后大师跑了回来， 将袋子
放在他的旁边， 躲了起来。

富人见到失而复得的袋子，
立刻把它抱在胸口， 直说： “真
是太好太棒了！”

大师再度来到他面前， 问：
“先生， 你现在觉得如何？ 觉得
幸福吗？”

“幸福， 我真是太幸福了。”
富人说， “你真是怪人， 用的方
法也很奇特。”

大师笑答： “这并不是什么
奇特的方法 。 对于已拥有的一
切， 你早就视为理所当然， 你欠
缺的是失去它的机会， 那样你马
上就能发觉自己拥有什么。 你现
在抱在胸前的不是什么新的东
西 ， 而是你之前的袋子 ， 不是
吗？ 因为你没有失去它， 也就忘
了拥有它的幸福。”

韦森兴

怎么劝慰伤心的人

“微波炉思维”是浮躁、焦虑的表现

人为什么会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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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