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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辞典

一天， 9 岁的女孩婉婉在家里看
动画片， 正看得津津有味时， 她突然
觉得心跳加速、 呼吸困难、 腹部疼痛
不已、 头晕不能站立， 她大喊 “妈妈
快来救我！ 我快要死了！” 看到婉婉
痛苦的样子， 妈妈肖女士连忙将她送
入就近的医院。 一路上婉婉的情况越
来越严重， 全身衣服都被汗湿了， 跟
从河里捞上来差不多。 但送入急诊没
多久， 婉婉又渐渐平复下来， 经过医
生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类似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了五
六次了。” 肖女士一边擦着眼泪一边
说， “刚开始没这么严重， 现在发作
越来越频繁， 每一次都跟要死去差不
多， 我们做父母的别提多难受了。”

为了解决婉婉这个怪病， 她的父
母带她辗转了长沙各大医院， 都没
有查出病因， 并且最近婉婉还出现
了新的症状， 觉得浑身难受， 每天
都担心什么时候会发作 “濒死感”，
忧心忡忡， 不敢去学校， 严重影响
日常生活。 婉婉一家人都被这 “查
不出的怪病” 弄得烦恼不堪， 婉婉
究竟怎么了？

经人介绍， 婉婉来到了医院儿少
心理科就诊， 在经过详细检查后， 专
家认为婉婉的 “怪病”， 是心理疾病
中的 “惊恐发作”。

惊恐发作究竟是什么病？ 惊恐发
作是焦虑症的一种表现形式， 亦称为
急性焦虑发作。 在排除器质性疾病
后， 患者突然发生强烈不适， 有胸
闷、 气透不过来的感觉、 心悸、 出
汗、 胃不适、 颤抖、 手足发麻、 濒死
感、 要发疯感或失去控制感， 每次发
作约 15 分钟左右。 发作可无明显原
因或无特殊情境， 发作时意识清晰，
事后能回忆发作的经过。 此种发作虽
历时较短暂， 一般 5-10 分钟即可自
行缓解， 很少超过 1 小时， 但不久
又可突然再发。 多数病人因担心发作
时得不到帮助， 因此主动回避一些活
动， 如不愿单独出门、 不愿到人多的
场所、 不愿乘车旅行等， 或出门时要
他人陪同 (此时并有广场恐惧症 )。
惊恐发作病人也可并有抑郁症状， 有
的有自杀倾向。

对婉婉进行药物治疗和沙盘治
疗的方式进行干预， 不到 1 个月的
时间， 症状已基本消失。 专家提醒，
对于反复就医怎么都检查不出问题
的患者 ， 去心理科就诊非常重要 。
应对惊恐发作 ， 除了药物治疗外 ，
心理治疗的方法也很多 ， 如认知行
为疗法、 催眠疗法、 日常生活技能
训练等， 沙盘治疗和游戏治疗非常
适合儿童心理疾病的治疗与康复。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马静(杨醉文 整理）

嫉妒俗称为 “红眼病、 吃醋、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等等， 一
直作为贬义词存在， 被人们所排
斥， 认为有这种心理见不得人或
是不好意思。 但心理研究者认为，
嫉妒心理每个人都有， 应该采取
宽容的态度对待此心理问题。

嫉妒具有普遍性 在心理学方
面， 嫉妒是一种极想排除或破坏
别人优越地位的心理倾向。 即使
是在影视作品中， 一些杀人犯或
是心理扭曲的嫌疑人， 其初始动
机也都来源于嫉妒， 那么嫉妒真
的如此可怕吗？

嫉妒来源于比较， 而比较是
人的天性。 在交际过程中， 人们
难免会产生比较的心理 ， 比如

“我女儿比较漂亮”、 “他家儿子
比较能干” 等， 而嫉妒也正来源
于此。 心理研究者还指出： 嫉妒
非常严重时， 可能会导致心理扭
曲， 或导致心理疾病。

羡慕更具正能量 在比较中处
于劣势地位时， 人们会产生两种
心理， 嫉妒和羡慕。 在日常交际
中， 人们对于嫉妒与羡慕的界限
可能并不明确， 比如 “看见别人
家女儿送了母亲贵重礼物， 感觉
好嫉妒。” 虽然说着嫉妒， 这其实
只是一种羡慕心理。

但是在心理学中， 羡慕与嫉
妒是两种不同的心理。 羡慕和嫉妒
都来源于比较， 也都是在比较中自
身处于劣势地位， 但结果却不同。

羡慕心理会促使人们向别人学习、
靠近、 赶上， 可以带给人正能量。
但嫉妒心理会看不得别人好， 想要
把别人拖下来， 严重的还可能导致
心理扭曲。 随嫉妒而来的还有嫉妒
行为， 比如诋毁、 排斥、 敌意、 报
复、 破坏等。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赵志辉

小区新种下一批桂花树不久，
一群小学生使劲摇晃路边一棵小
树， 一个孩子的父亲对孩子大喊
大叫， 把他们赶走。 不一会， 孩
子们又来摇树。

这时， 路过的王阿姨郑重其
事把耳朵贴在小树干上仔细地听
着。 孩子们颇感好奇， 便问她听
什么 ？ 王阿姨说 ： “小树在哭
呢 ！” 孩子们笑了 ， 说她在开玩
笑。 王阿姨认真地说： “小树哭
着说， 有人拧我的脑袋， 扭我的

腰， 揪我的头发， 痛死我了。” 孩
子们一听， 不再笑了， 纷纷向王
阿姨承认错误， 保证以后再也不
摇树了。 假日， 孩子们还为小树
浇水、 除草。

王阿姨的做法给了我们启示：
教育孩子要讲究方法， 还应懂点
心理学。 不对孩子讲清道理， 只
是一味喝令他们， 不准这样那样，
往往事与愿违， 使孩子产生抵触
情绪： 不让我这样干， 我偏偏要
这样干。 那位呵斥孩子的父亲就

不明白这个理 。 王阿姨则不同 ，
她善于掌握儿童心理， 知道儿童
除了逆反心理外， 同时还有好奇
和同情弱者的心理。 首先， 她抓
住孩子的好奇心理， 采用 “拟人
化” 的教育手法， 形象地把小树
比作会说话有感情的 “人”， 代它
倾诉自己的不幸处境， 这样便会
很自然地赢得了孩子们的同情 ，
使得他们不但不再 “欺侮” 小树，
而且像保护小弟小妹一样保住小
树。 陈广智

小树在哭呢

不在任何东西面前
失去自我， 哪怕是教
条， 哪怕是别人的目
光， 哪怕是爱情。

我们不能总是生活
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不能虚幻地设想如果自
己去做某一件事一定会
比别人做得好， 更重要
的是把思想转化为行
动， 一步一步地去接
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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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具有普遍性

在产生嫉妒时， 很多人会觉
得羞耻， 甚至自我谴责。 心理研
究者表示， 越想消除嫉妒， 越是
纠结， 最后对心理造成的影响越
大。 正确面对嫉妒心理， 要求首
先要认知自己、 察觉自己在嫉妒。
而认知嫉妒首先要从产生嫉妒的
原因入手， 通常产生嫉妒心理有
以下三种原因， 人们可以自我检

测一下， 看看自己是否存在嫉妒：
1、 在比较中处于劣势地位

时， 总是看不得别人成功， 觉得
别人是由于家庭、 天赋、 背景才
能成功， 自以为别人付出很少。
这类人通常会将“我要是有某某
（背景、 资金等）， 肯定比他成功”
挂在嘴边。 专家建议， 不要只看
结果， 要认识到即使别人条件优

越， 但只要成功， 肯定比自己付
出的多。

2、 缺乏安全感的人更容易
产生嫉妒， 嫉妒的产生与自卑心
理、 虚荣心有很大的关系。

3、 在自己的优越感被破坏
时， 比如原先自己一直处于优势
地位， 当一天被比自己弱的人超
越时， 也会产生嫉妒。 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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