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 “想得通、 看得惯、
睡得香是人生三宝”。 但现实生
活中， 有很多人为不少事想不通
看不惯， 如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
我？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等等，
这会困扰着这部分人， 让人闷闷
不乐， 甚至吃不好睡不香。

虽然不可能对什么事都完
全不放在心上 ， 除非你是个
傻子 ， 但大家可以通过自我
修养把自己的心理筛子眼放
大 ， 从而扩大自己的心理空
间 ， 让大多数是非一晃而过 ，
做到想得通看得惯 ， 少沉淀
些心理垃圾。

首先是要调整自己的认知

方式， 任何人做事都有他的理
由与心理根源， 即由他的成长
背景与所形成的认知方式与生
活方式决定。 如一个在拮据的
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人， 往往很
节省、 爱钱， 人们自然会觉得
他小气； 又如一个从小在歧视
与非议中长大的人， 他会自卑、
戒备、 非议他人。 所以， 当我
们对别人的行为想不通看不惯
的时候， 最好是换个角度， 站
到对方的立场上， 想想对方这
么做的理由， 或许你虽然不能
认同这个人， 却能接受他的理
由 ， 理解他的一惯行事方式 ，
这时别人还是别人， 轻松的却

是你自己。
其次是对人对己都要多些

宽容 、 少些苛刻 。 通俗地说 ，
就是生活中对人对事的处事标
准要宽松， 用多元化的标准要
求自己与衡量别人， 对人的要
求保留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法
律与道德， 凡事不要我行我素；
对自己还要加个 “问心无愧”，
凡事尽心尽力， 注重过程忽略
结果。

生活中用积极的眼光看人
度事， 无论寒冬酷暑， 或许你
感受到的都是春日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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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 （四）

近两年， “仪式感” 这个
词火了。 每当节假日， 微信朋
友圈内充斥着各种“仪式感”
的镜头。 我们不得不承认， 有
仪式感的生活， 会让人幸福感
飙升。 尤其是过节时， 充满节
日氛围的生活更能让人津津乐
道， 于是， 赋闲在家的父母，
期盼着儿女回来团聚， 一起过
节， 以享天伦之乐。 不过， 这
种幸福感也需要付出代价， 诸
如团聚时的劳累、 团聚后的分
离， 都会让老人身心疲惫。

经 常 听 到 老 人 这 样 说 ：
“我就怕过年， 孩子们都回来闹
腾死。” 其实， 这话里的意思要
分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老人
怕家里人多 ， 做饭收拾整理 ，
太累了； 二是老人盼着孩子们
回来团聚。 既怕又盼， 这种心
理很矛盾， 也很复杂。 由于儿
女们平时忙于工作， 很少有时
间陪伴左右， 很多老人的晚年
生活都很孤单。 所以， 一到过
节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老人心
中对儿女的盼望愈加强烈。 儿
女回家， 老人烧一桌子可口的
饭菜， 与儿孙坐在一起边吃饭
边聊天， 这样的天伦之乐是他
们憧憬的晚年生活。 节假日短
暂的天伦之乐， 是老人几天的
辛苦换来的， 买菜、 做饭、 洗
碗、 带孩子……等孩子们走了，
老人就开始腰酸背痛。

天伦之乐变成了天伦之
“苦”， 这是老人盼过节也怕过
节的普遍原因。 此外， 害怕分
离、 担心花销大等因素也在影
响着老人的心理， 尤其是在老
人独自生活的家庭里， 过节和
儿女团聚固然开心， 但之后的

分离更让老人受不了。 一位独
居 老 人 常 跟 邻 居 们 这 样 说 ：
“孩子们一走 ， 我这心里空空
的。 盼了好几个月， 把孩子们
盼回来了， 但他们这一走， 我
独自一人， 都不知干啥好了。”

那么， 如何才能克服盼过
节也怕过节的矛盾心理？ 老人
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调适自
己的心态。

第一， 学会接受和适应一切
变化， 不被环境等方面发生的变
化所影响。 老人在开心过节的同
时也要为节后的心理调节做好准
备。 比如节日到来之前就要想到
孩子和自己在一起的时间是短暂
的， 如有必要， 提前了解孩子到
家和离开的具体日期， 好让自己
早点有思想准备， 有比较充足的
时间去接受和适应。

第二， 适时与孩子交流想
法， 不想做的事就放下， 寻求
其他解决途径。 老人面对回来
过节的孩子， 往往通过 “我给
你做好吃的” 等形式表达爱意，

可年龄大了， 越发感到力不从
心， 却又不好意思跟孩子开口
说自己干不动了。 若长时间持
续这种相处状态， 老人的体力
是会透支的。 不妨尝试着向孩
子说出心中的想法， 孩子听了
会理解 ， 也会想办法去解决 ，
千万不要硬撑着， 这样不利于
身体健康， 也会影响和孩子们
的相处。

第三 ， 规划自己的生活 ，
不是只有聚会、 无私奉献才是
维系亲情的惟一方式。 在很多
老人眼里， 只要过节就得大家
聚在一起吃饭， 平时 “勒紧裤
腰带 ” 就为这几天敞亮一番 。
其实， 这种迎合别人的做法最
不适合老人。 老人最应该做的
是安排自己的生活， 如安排自
己参加集体活动、 学习班或旅
行等等， 有新的内容填充日常
时间， 才能使老人将注意力转
移到新的活动中去， 避免按照
传统的却又不是自己乐意的方
式去过节。 李艳鸣

盼着过节又怕过节？

怎样才能“想得通看得惯”

小嫚总爱呆呆地望着远处发呆， 有
时候望着望着， 会莫名地留泪。 朋友们
总爱笑话她多愁善感， 自讨苦吃。 每次
她不辩解 ， 也不生气 ， 总是叹气说 ：
“你们不懂的！” 然后， 擦干眼泪， 又独
自一阵叹息 ， 还时不时地自言自语 ：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了解我呢？” 每当听
到这样的话， 朋友们总觉得这女孩 “不
正常”。

你是不是也经常碰到这样一类人，
像 《红楼梦》 中的林黛玉， 他们很讨厌
冗长乏味的作业， 相反平凡的自然万物
却让他们深入其中， 生活中的感受也常
常让他们泪流满面。 他们或许刚才还喜
不自禁， 转眼已经抑郁沉闷， 这就是典
型的浪漫型性格。 他们典型的行为模式
有以下特点：

1.浪漫的他们总是很关心别人， 也
懂得爱护别人， 但又喜欢享受独处， 因
为在与别人相处时他们很难找到真正了
解他们的人。 他们就像落入人间的 “天
使”， 为了追求心中的美， 总是在不断地
反省着自己， 让自己的心充满热情、 浪
漫、 诗意。

2.他们与人的沟通方式更注重内在
感受， 他们是敏感的。 他们与人的感情
总是富有戏剧性的变化， 或许刚才还亲
密无间， 没两分钟就会对你爱答不理。

3.他们总是能敏感地体会到别人痛
苦、 悲伤的心情， 从而利用自己细腻的
情感， 帮助别人一起战胜痛苦， 走出情
感的漩涡。

4.追求独特， 讨厌平凡， 性格显得
偏执。

和浪漫型的人相处， 保持一定的安
全距离是一门艺术， 若即若离反而比过
度的亲密， 更能让他们发现对方的优点，
并且因为有了这种失去的可能性， 往往
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让他们在好奇
中善于发现对方更多的优点， 从而更关
注对方。 在与他们相处过程中， 你要在
说话方式上注意以下几点：

1.在工作中， 不能让他们觉得他们
是这项工作的核心人物， 这会严重打消
他们的积极性， 他们也不屑于去完成那
些只需要一般人就能完成的工作。

2.千万不要强迫浪漫的他们为了工
作去做他们不感兴趣的事情。 因为钱不
是他们衡量工作适合与否的标准， 他们
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3.与他们交流时， 要接受并及时认
同他们的感觉及情绪， 还要真诚地告诉
他们这些感觉及情绪给自己带来了什么
影响。

4.对他们必须耐心地表达内心的感
受， 在表达和他们不同的观点时， 让他
们体谅你不能认同他们的为难之处。 这
要比直接的否定、 批评更能激发他们的
工作潜力。 切忌严厉批评， 这样会让他
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从而内心羞愧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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