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秒懂心理

精神性腹泻是指患者在情绪过
于兴奋、 紧张时， 突然发生的腹泻，
一旦引起的根由解除， 腹泻即可不
治而止。 医学研究认为这是 “结肠
过敏” 现象。

造成结肠过敏的原因， 和个人
的情绪密切相关， 如兴奋 、 紧张 、
忧虑、 恐惧、 悲伤等， 这些过激的
情绪会使大脑皮层受到异常的刺
激， 使其正常的功能失去平衡， 并
造成内脏功能发生障碍， 导致结肠
出现过敏现象， 以致出现阵发性腹
泻症状。

因精神性腹泻是结肠蠕动亢进
造成， 其本身并无病变， 找不出器
质性的病理变化。 对其治疗， 最重
要的是使患者保持情绪的相对稳
定， 排除压力， 丢弃不必要的思想
负担， 从而使大脑皮层功能逐渐恢
复正常。

保持情绪相对稳定的关键在于
改善心境， 一是要有计划地安排时
间， 养成规律的生活； 二是要参加
各种体育活动， 既可解除心理疲劳，
还能增进身心健康； 三是要充实业
余生活， 如多多阅读有益报刊、 学

习书法、 绘画、 摄影、 垂钓等， 可
以帮助调整心理、 调剂生活。

情绪紧张有时带有突发性， 可
以采取这些方法缓解： 用微笑对待，
从从容容， 不惊不慌； 用放松方法
对待， 即绷紧手上肌肉， 然后轻轻
放开， 反复做下去， 可达放松目的；
采取 “回忆方法”， 用愉快的回忆解
除紧张情绪。 还可根据具体情况 ，
采取相应方法， 如自我反省， 限制
喝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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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性腹泻与情绪有关

人们为什么会在周一感
到疲惫、 失眠、 睡眠质量不
佳、 情绪低落？ 美国研究人
员近日总结发现： 不喜欢周
一是生理与心理多种因素作
用的结果。

首先， 度过轻松愉快的
周末后 ， 面对紧张的工 作
人的心理难以适应 。 科学
家发现 ， 如果人们 按时记
录自己的情绪 ， 会发现周
一和其他日子相比并没有
更多的压力或沮丧。 但如果
你问人们哪一天感觉最糟
糕 ， 他们一定会说是周一 。
这要归结于从快乐的周末到
工作日的情感转变。 另一个
心理原因可能要追溯到穴居
时代 ， 人们在部落里感到
舒适时才会开心 。 即使只
间隔了两天 ， 人们也需要
确 认 工 作 环 境 是 安 全 的 ，
才会逐渐适应。

其次， 生物钟的紊乱造
成生理不适。 人们习惯在周
末补觉， 来弥补工作日的睡
眠不足。 但科学家发现， 额
外的睡眠不仅扰乱了你的生
物钟， 还让你周一起床更困
难。 另外， 人们爱在周末暴
饮暴食、 吸烟和饮酒， 这些
不良生活习惯都会影响身体
健康状况， 也导致了人们在
周一缺少活力。

美国盖洛普公司一项调
查 显 示 ： 70% 的 人 讨 厌 或
“完全脱离” 自己的工作。 这
就是精神病学家和职业生涯
规划师所说的 “忧郁星期
一”。 周日晚上开始的抑郁和
焦虑会导致周一的工作效率
低下， 这也是为何 37%的员
工都选择在周二申请辞职 。
医学家还发现， 人们在周一
更容易突发心脏病或中风 ，
生病的几率也更大 。 因此 ，
周一早晨当你觉得不太舒服，
可能是你真的不太健康。

王萌

人们为什么
讨厌周一？

������不要看到希望才努力，
是努力才会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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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症”不是病
“拖延症” 这种几乎每个人都

挂在嘴边的 “病”， 其实应该叫拖
延行为 ， 是个体以推迟的方式来
逃避执行任务的一种行为倾向 ，
是一种自我妨碍行为 ， 会因为一
件事的拖延陷入事事拖延的 “拖
延怪圈”， 从而导致不良的行为后
果和消极的情绪体验 。 拖延行为
按照现有标准还达不到心理或精
神疾病的级别 ， 目前只被认为是
一种比较顽固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而且大部分拖延行为通过改变一
些与之相关的主客观因素是可以被
有效改善的。

但大家要注意， 当自己的拖延
行为根深蒂固难以消解， 给生活工
作带来很大影响时， 就要考虑是不
是该去求助心理医生了。

拖延并不只是“懒”
很多人容易把拖延的原因简单

化： 因为懒， 因为缺乏安排， 或是
因为没有时间观念 。 实际上 ， 拖
延行为很大程度上受着客观因素
的影响：

1.�环境因素 拖延者的拖延行
为与完成任务所受的时间压力和外
界诱惑有关 。 拖延者往往难以抵
制外界的诱惑尤其是娱乐方面的
诱惑 ， 从而自然而然导致拖延行
为的产生。

2.�任务特征 （1） 任务难度：
任务的难易程度会影响个体拖延行
为的发生， 任务越复杂， 人们越容
易拖延， 当个体认为某项任务超出
自己的能力时， 由于缺乏对成功的
控制感， 通常会采用拖延的方式推
迟或逃避执行该项任务。 （2） 奖惩
时限： 任务的奖惩时限也影响任务
的完成。 如果奖赏及时， 会减少任

务完成时间的拖延。 （3） 任务的厌
恶程度： 对于可能带来令人乏味、
产生挫败感和怨恨的任务， 人们会
首先选择回避， 如果不能回避， 就
会尽可能地推迟面对。

3.�个体差异 （1） 非理性的观
念： 如果个体认为回避失败动机高
于追求成功动机时 ， 个体将倾向
于以拖延的方式逃避可能的失败。
（2） 低自我效能感和自尊 ： 工作
上曾遭遇过重大挫败 ， 对自己不
够自信的人， 容易产生逃避心理，
不断地推迟完成任务。 （3） 自我
设阻 ： 拖延者从事某任务时 ， 经
常会因为某些外界刺激因素推迟
开始任务的时间 ； 在执行任务的
过程中 ， 也更容易出现中断该任
务去进行其他活动的情况 ， 并且
不断地推迟任务的继续 。 （4） 焦
虑 ： 在远离期限时 ， 拖延可以让
个体焦虑减少 ， 但随着任务期限
的临近， 拖延者会体验到更多的焦
虑。 （5） 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可分
为积极完美主义和消极完美主义，
积极完美主义者会积极寻找方法
完成学习任务以达到理想的成绩，
而消极完美主义者则更多采用拖
延来逃避失败。

解决拖延要综合评估
知道了原因， 究其源头对症下

药， 可以试试以下的解决方法：
正确认识自我， 改变错误认知

拖延与一些认知心理呈负相关， 可
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改变这些不正确
的认知， 如运用积极暗示、 增加成
功体验和放大优点等方法获取自信；
改变完美主义， 帮助拖延者分析完
成任务带来的益处。

积极情绪和调节动机 可以通
过适当休息 ， 转移注意力 ， 适当
地放松娱乐等来转换心情 ， 获得
暂时的积极情绪， 不能逃避现实 ，
忽视长远利益和问题的根本解决。
在动机方面 ， 任务性质中的任务
厌恶影响拖延 ， 所以需要将厌恶
的任务转换为喜欢的任务或附加
一些奖励。

增强自我效能感 增强自我效能
感，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拖延的
发生。 鼓励个体在任务完成过程中
对自己进行自我管理， 积极监控自
己的行为并评估干预期。

发挥群体的作用 群体氛围可以
为成员提供一种特殊的情境， 充满
理解、 关爱、 信任， 这种环境的变
化必将引起个体行为的改变。 可以
将自己的计划告知周围的亲朋好友，
请求他人的督促能很好地帮助自己
战胜拖延行为。

株洲市委党校心理教员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刘颖

“拖延”不是病
��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日日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 不知道从何时起， “拖延”
成了现代成年人生活的新常态。 想做的、 不想做的， 都要拖一拖、 等一等。 在一次又一次
的“下次吧” 中， 朋友聚会渐渐没再叫过你， 肥宅快乐餐依旧每天不停嘴， 想去的地方从
来也没去过。 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 总有人被这种拖延行为所困扰。 怎么才能保证这样
的事不再发生， 让计划更加顺利地执行呢？

但也要从源头“下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