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总是跌宕起伏， 不会一
帆风顺， 总有一些小插曲会扰乱
你的心绪。 当心情不好时， 感觉
整个世界都不好了， 而这种感觉
并不是那么舒服。 如何才能改善
这心情特别低沉的情况呢？ 心理
学家分享了五个小方法。

一、 同伴支持 不知道你有没
有类似的经历， 当和小伙伴倾吐
完自己的倒霉事之后， 情绪马上
变得轻松不少。 尤其是获得理解
和支持之后， 收获满满的温暖和
正能量。 如果有心事， 自己存在
心里， 常常会把自己闷坏。 孤独
的感觉通常也不是那么好受， 而
朋友是什么呢 ， 除了吃吃喝喝 ，
他们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
色彩。

二、 艺术疗法 情绪不好时，

伤心的音乐可以听一两首， 让悲
伤流动一下， 但是千万别听多了。
多播放一些舒缓、 放松、 愉悦的
歌曲， 提升自己的频率。 会写文
章的朋友可以写一篇文章， 抒发
自己的心情， 写完之后 ， 心情真
的会好很多。 喜欢画画的朋友也
可以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

三、 运动 几十年来， 耗资数
十亿美元的抗抑郁药产业已经表
明 ， 影 响 神 经 系 统 的 化 学 物
质———5-羟色胺 （serotonin） 的失
衡， 有可能是导致抑郁症发生的
根源， 出去逛公园或者去体育馆
做运动， 或者做一些我们认为有
意义的活动， 能够促进重要的情
感神经化学物质的分泌， 如 5-羟
色胺和内啡肽， 让人们的心情更
加开朗。

四、 做手工 专注于织毛衣、
制作剪贴簿或者十字绣， 也可以
使你从生活压力中解脱出来。 在
做手工时， 两只手和大脑都专注
于编织动作上， 可以集中纷飞的
思绪 ， 帮助转移注意力 。 同时 ，
神经科学研究者认为： 在双手劳
作时可以激发我们大脑的 “努
力—驱动—奖赏 ” 环路 ， 使我们
获得快乐。

五、 想象法 闭上眼睛， 选择
一个舒服的姿势， 让自己慢慢放
松下来 ， 松弛你的肌肉和四肢 。
在大脑里想象一些你觉得开心的
画面 （曾经经历过的）， 或者你的
梦想实现的场景。 坚持做一段时
间， 你会觉得心里轻松不少。 这
些想象会激活你体验快乐的脑区。

王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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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体象障碍
人对自己的身体总会抱有特

定的看法， 体象指的就是我们的
身体在自己头脑中形成的样子 。
一个人对自己的体象持消极态度，
认为自己的身体难以令自己满意
或不符合社会审美， 就会产生体
象焦虑。 体象焦虑是广泛存在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对此过度担心 ，
并引发了明显的痛苦， 严重影响
了个人生活和社会职业功能， 那
么就有可能患上了体象障碍。 体
象障碍的人会强迫性地认为自己
身体的某些部分有严重的缺陷 ，
并采取特殊的方式来掩盖或 “修
复”。 但这些被感受到的缺陷， 通
常是想象出来的； 即便缺陷确实
存在， 它的严重性也是被夸大的。
美国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五版 （DSM-5） 一书将体象障碍
归入强迫及相关障碍。

有体象障碍的人
通常有什么表现

体象障碍者总是感到可能被
拒绝的恐惧， 自尊感很低。 所以，
很多人会为了防止不舒服的感觉、

防止被其他人对自己做出负面评
价而躲避社交活动。 当他们不得
不参加公共活动时， 他们仍旧很
敏感， 会通过过度地装饰来掩盖自
己以为的缺陷。 他们可能会强迫地
重复一些特定的、 耗时的行为， 主
要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强迫行为， 比如不停
照镜子、 挑剔皮肤。 这些行为是对
强迫性想法的反应， 为了减少焦虑
和其他的痛苦情绪。

第二类是安全行为， 主要是通
过掩饰自己不喜欢的身体部位， 例
如戴帽子、 戴眼镜、 化妆， 为了减
少或避免令人痛苦的情绪或坏事
的发生， 比如尴尬或被人羞辱。

第三类是躲避行为， 病人常常
回避社交场合， 害怕别人说自己
丑。 这类行为的作用与强迫行为一
样， 为了减少焦虑， 但从长期的临
床经验来看， 这些行为并不能减少
先占观念的紧张度， 无法减少焦
虑， 甚至会导致体象障碍变得更长
期、 更严重。

正确区分容貌自卑
与体象障碍

同时， 也要注意区分容貌自卑

和体象障碍。 觉得自己长相丑， 为
容貌自卑的大有人在， 但很多的这
种自认为 “丑” 只是自卑心理。 其
特点是自幼就有这种认知， 在生活
过程中已经自我接纳， 除了自卑影
响社交外， 没有太多的痛苦感， 通
常没有强迫与焦虑等心理症状； 而
体象障碍是成长过程中后来出现
的， 感觉自己是变丑了， 并为此感
到很痛苦， 有强烈的改变与求助欲
望， 常常伴有明显的强迫与焦虑等
心理症状。 二者的区别关键在于一
个 “变” 字。

如何预防与治疗体象障碍
体象障碍的病因目前还不清

楚 ， 但肯定与性格及心态有关 。
培养开朗活泼、 自信、 悦纳自己
的性格， 成长过程中养成积极的
心态， 是预防体象障碍的有效措
施。 由于体象障碍是一种心理疾
病， 因而此类患者应尽早到心理
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以得到正
确的诊断与治疗。

湖南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
心理咨询师 杨司佼

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力求完
美， 无论是工作， 还是个人生活，
甚至在找男女朋友时也以完美标
准要求对方。 做人做事追求尽善
尽美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 心理
学家研究发现， 完美主义者尽管
有利于在工作、 事业上取得更大
成就， 却对自身的健康十分不利。

完善主义者由于经常把目标
定得过高， 且常常带有明显的强
迫心理， 对自己要求苛刻， 会使
自己长期处于紧张与焦虑的状态。
当人们的心理被 “完美” 的目标
强迫时， 身体也会出现一些与之
对应的症状， 如经常疲倦、 身体
不适 、 胃口不好 、 记忆力下降 、
注意力不集中、 睡眠质量较差等，
这势必会给自身的健康带来不良
影响， 严重者会诱发各种疾病。

过分追求完美的人， 往往会在
事业、 工作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 很多人忙于奔波， 一日三餐很
少按时去吃， 暴饮暴食也时有发
生。 长时间的饮食不规律会对人的
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带来消化系
统、 心血管以及内分泌等诸多方面
的疾病。 此外， 过分追求完美很容
易让人情绪低落、 心情不佳。 医学
研究证明， 恶劣情绪是导致年轻
人早亡的罪魁祸首。 完美主义者
经常会担心自己出错， 从而经常
强迫性地检査自己， 让自己时刻
处于紧张的情绪当中， 这些是强
迫症和焦虑的最重要诱因之一 。
情绪恶劣、 过度紧张、 经常性的
疲劳 ， 不仅会让人免疫力下降 ，
损害人的健康， 有时甚至会造成
“过劳死”， 夺去人的生命。

其实， 我们想摆脱完美主义
的困扰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首先，
我们应正确地评价自己， 给自我
一个客观实在的定位； 其次， 多
角度地认识生活中的 “挫折”， 多
从曲折中看到自己的长处； 此外，
我们还应多从小事做起， 多制定
短期的可行目标， 并由此一步一
步登上自己事业的高峰。

江苏 李茜

完美主义伤身
摆脱并不难

总觉得自己变丑
可能是“体象障碍”

萌萌很喜欢自拍， 每次在朋友圈不管发什么都要附上
一张美颜过的自拍照。 可最近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敢照镜
子。 一照镜子就觉得自己脸太圆、 在向两边长而且感觉越
长越快， 变得越来越丑。 渐渐地， 她对自己真实的外表感
到越来越自卑， 内心痛苦不安， 甚至不愿意出去社交。 后
经朋友介绍， 她来到心理专科门诊寻求心理专家帮助， 原
来她是患上了一种叫“体象障碍” 的心理疾患。

让心 情 变 好的五个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