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 理 分 析

彭健介绍，像小康这样的情况比较普遍，
很多高三学生想靠高考前夜扫一扫之前遗漏
的所有知识盲点，这样的“野心”显然是行不
通的， 只能白白给自己增压。 对于这部分学
生， 要从观念上帮助他们放松，“有多大的本
钱，做多大的生意”，承认自己能力有限，但依
然不放弃行动和努力。避免通篇复习，学会进
行重点突破，每复习完一个难题，就多给自己
一分鼓励。

彭健，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长沙市第一中学

党委委员、校长助理、学生工
作处主任。 现为湖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教研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长沙市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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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前夕失眠：专家支招解压 父
亲
的
“谎
言
”

弟弟的孩子在广东梅州出生
了。 父亲大半辈子都生活在福建的
乡村，他独自一人到梅州见孙子，有
一点点怯生。

早上， 父亲在微信群里发了一
段等车的小视频， 然后自我调侃地
说：“农民要进城了。 ”

我问：“不是买的昨天的车票
吗？ ”

弟弟私下告诉我， 父亲昨天在
车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父亲记错
车站， 等他发现并赶到正确的车站
时，车已经开走了。

我马上打电话给父亲，聊了几句。 他说：
“还要等一个多小时。 昨天车站的车提前开
走了，所以今天提前来。 ”我说：“那还是早一
点等车比较安心。 ”

要是几年前，听到父亲的“谎言”，我会
马上反问他：难道不是因为你记错车站没坐
上车吗？可今天，我不想揭穿。我选择听父亲
把话说完，给他一个回应，再叮嘱他路上注
意安全。

这个转变受益于非暴力沟通的学习。 日
常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语言的
表达方式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有时，我们不
承认自己的说话方式是“暴力”，可是我们的
语言确实常常引发他人的痛苦。

如果今天我在电话里“条件反射”地否
定父亲或将他和别人进行对比，这就是一种
语言暴力。 谢谢父亲的“谎言”，让我看到自
己的成长，也看到心理学在生活中的力量。

连丽香

非暴力沟通

考 生 案 例

小康最近卯足了劲，想在高考前夕冲刺一
把。没想到，成绩没冲起来，他整个人快要被压
力给压垮了，“睁着眼睛能熬一宿， 根本睡不
着，不是我要去想问题，而是问题往我脑子里
钻。 睡眠没法得到保证，真怕影响考试。 ”

专 家 支 招

1、营造好的睡眠环境
每天睡觉前为自己营造一个睡眠环

境，比如幽暗的灯光、轻柔的音乐、干净的
被褥，也可以点上一些芳香精油，让周围充
满足够的暗示———该休息了， 好好地睡一
觉吧！

2、深呼吸做放松练习
在睡不着时做一些放松练习， 深深地

吸气，吸入足够多的气体后，停止片刻，然
后慢慢地呼出，要慢且均匀，反复几次，使
得身体放松，这样对于不是很严重的失眠，
就可以产生效果了。

3、慢慢数数有助睡眠
大家熟知的数数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方

法。 可以慢慢地数数字，也可以数羊。 但是
不论数什么，有几个要点要记住：用来数数
的东西一定是枯燥的， 不需要动脑去记忆
的；数数时速度一定要减慢，最好是越来越
慢，这样的做法才是有效的。

4、运用心理调整的方法
如果以上做法都不奏效， 可以运用心

理调整的方法。
考试前夕， 考生想想有哪些不足与问

题，针对这些不足与问题，还能做些什么，
能做到什么程度， 有哪些是已经不可能去
弥补的。 明确这一点后，就不必再为这些忧
虑了，安心下来，把自己已经会的、掌握的
再仔细复习，任何考试都会留有遗憾，只要
把会的发挥好，就是胜利。

5、依靠外界帮助
对于严重的失眠情况，可以注意一下，

失眠时脑海里经常出现的是什么样的想
法，或是一些什么样的感觉，用笔记下来，
第二天看一下，这些问题自己能否解决，如
果可以，就在现实中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
行，请及时向心理咨询师咨询。

厉兵秣马 决胜高考

本报记者 王燕

一名女生和我说，道歉已经成为了她
的习惯性模式。“无论自己有没有做错，看
到别人生气，就会忍不住地向别人道歉。 ”

她说，她的内心并不是真心想要道歉，
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可以快点平息冲突和
情绪。 她从小就被教育：只要不是原则性
的问题，顺着别人的心情，你就会少点麻
烦。可她发现自己很没有原则，愤闷不满越
来越多，常常因此自责，甚至自我破坏。 为
什么明明是自己受了委屈，反而去给别人
道歉？

心理学家莱因说，存在就是被感知。一
个人的存在感， 来自于他的感受被另一个
人看到。 也就是说，你感知到了我的感受，
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这般存在着。相应的，

不存在感，就是你的感受没有被确认。
很多从小被父母经常打骂，甚至是被

虐待的孩子，容易把事情的原因归咎于自
己。 在面对忽视或打骂时，孩子通常会怪
罪自己：父母之所以这样对我，是因为我做
得不够好，是我不值得被重视，不值得被
爱。

我们都渴望掌控自己的人生，但当我
们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时，我们会感到
无助，这种无助感会引发强烈的屈辱和羞
耻。

当体会到羞耻感之后，人可能会启用
反向形成、合理化等防御机制，来保护自
己的内心不再受到更多的伤害。 所以，即
使是自己受了委屈， 会去跟对方道歉，会

把错误归集于自身，会想着如果不是自己
的问题，父母就不会打骂我了，别人就不
会不高兴了。

受了委屈还去道歉， 很可能是我们太
害怕，害怕连最坏的关系都没有了，没有了
关系，也就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用反向形
成、合理化的防御机制，是为了给自己一个
不那么受伤的谎言：不是他们不爱我，只是
我做得不够好。

防御机制曾在我们最难受的时候保护
了我们， 但同时也让我们习惯了不去正视
过往的创伤———没有得到爱和接纳， 那是
创伤。不承认痛苦的存在，就没办法摆脱痛
苦。当你可以这样看待自己的时候，内心的
自我攻击也会减少。

吴在天

sorry

成长研习社

同学买了联排别墅，邀请我去参观。 她
一边兴奋地指点着房间， 一边紧张又期待
地等着我作出反应。

我明白她的紧张， 她担心被认为是炫
耀， 还担心遭到批评和挑刺： “房间太小
了”“采光不好”……当她听到我说“一定要
请我在你家院子喝咖啡”时，她高兴得眼睛
都亮了———那是一种分享带来的喜悦。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只不过现在，跟别
人分享自己的喜悦是件困难的事， 因为很
多人心理上出现了贫富差距。

同学是个心思单纯且直爽的人， 她在
同学群里晒别墅时， 只是喜悦之情自然溢
发，却不知引发了一场风波。 有一个女同学
跳出来各种含沙射影、针锋相对，同学的一
腔喜悦非但没有得到分享， 反而心情大受

影响，幸福感受到打压。
圈子不同，不必强融。 其实很多人看似在

一个圈子里，比如是同学或同事，可心理上却
不在一个圈子里，心理上的贫富差距很大。

心理富裕的表现就是维持着人格的体
面，保持着礼貌，保持着人和人之间交往的
友善尺度，顾及他人的感受。 而攀比是心理
贫穷的标志：不仅是比拼真金白银的财富，
各种生活内容都要拿来攀比， 穿了什么品
牌的服装、上哪儿旅游了，老公挣多少钱、
住多大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孩子读什么
学校、 成绩怎么样……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
评价稳定， 就不会通过攀附外界的价值风向
标，来实现心理上的平衡。

当我们说某人心理极度不平衡时， 某人
通常表现为：某人对他人的成就、幸福，赤裸
裸地表现出嫉妒性地攻击； 或喜欢揭人家的
短处， 攻击别人的软肋， 通过贬低别人的幸
福，打压别人的幸福感。

值得一提的是， 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
千倍万倍，但我们能相安无事；而另一些人的
一丁点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 寝食难
安———我们妒嫉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
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

高寒

为什么假新闻
传播快

近日一项研究发现， 假新闻通过
社交媒体传播的速度比真实新闻快得
多，广度也大得多。

为什么假新闻的传播如此之快？
虽然虚假的新闻看起来有些愚蠢，它
们通常是煽情的、具有挑逗性的，而且
大多数时候， 它们中会存在一个明显
的反面角色可以引起大众群体的愤
怒———它满足了人们减轻对现实生活
负担的欲望。

100多年前，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
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观察到，强大的
个人索求和欲望(快乐原则)和我们所
生活的世界的规则(现实原则)之间往
往存在冲突。 换句话说，我们人类的欲
望和愿景并不一定与现实生活的存在
相一致。 个体需要付出努力来协调个
人的欲望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成长的过程，就是欲望和
规则谈判、和解的过程。 当我们还是孩
子时，我们就开始有自己的欲望，我们
的所求常常会引起情感的波动， 求而
不得时还会发脾气；随着长大、成熟，
就能逐渐摆脱欲望控制，变得理智。

然而，不管长到多大，见过多少世
面，也不会失去对欲望和快乐的追求，
它既是人类生活的引擎， 也是人类生
活的调味品。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展示生活
的重要媒介， 也是人们从不那么令人
满意的现实中享受快乐的地方。 而刷
社交媒体，减缓了现实的焦虑，满足了
快乐需求。 在这种场景下，能带来更强
刺激的假新闻，当然会更受“欢迎”。 假
新闻带来的欲望满足， 加上社交网络
的连接， 二者的结合使得假新闻常常
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京师心理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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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比，是心理贫穷的标志

为何受了委屈还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