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 败 周

脾 气 的 人

为什么我们怕蛇？

高考落榜考生的心理调适 我
多
么
让
人
讨
厌

一个快被“自我厌恶”击垮的女孩，
跟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周末她和朋友逛
街， 朋友指着一件衣服问她好不好看，
她说：“这件衣服你穿不下，得减肥。 ”朋
友“哦”一声放下衣服。她觉得自己说错
话了，伤害到朋友了。 她陷入了深深的
内疚感。回家之后，她扇了自己一巴掌，
并要求自己跟人聊天时“如果说不出好
听的话，就闭嘴。 ”

在心理学的“自我偏差理论”中提
出了三个自我：实际自我，理想自我，应
实现的自我。 当我们厌恶自己时，应实
现的自我与实际自我会产生偏差，如果
实际自我也得到了不好的外部评价，我
们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那些让你难以释怀的对话和行为， 最终会
使你厌恶自己。 在自我厌恶之下，很少有人会清
醒理智地看待自己。 拥有这种想法的人几乎都
是“鸡立鹤群”的“异类”。 他们可能曾经被亲近
的人伤害， 或者幼年没有得到满意的爱， 成年
后，安全感的缺失使他们自感低人一等。

如何停止自我厌恶？进行笑容练习吧。感觉
自卑时，大笑；尴尬时，微笑。 并非真的很开心，
而是希望通过微笑行为，带动情绪上的开心。 詹
姆斯在《行为改变思想》里说：“行为对于自我，
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力， 人的行为能够极
大影响内在的思想和情感。 ”

除了笑容练习， 我还常常用这三个方法来
检验自己是否自我厌恶： 请朋友罗列自己的优
点、检验自己的优点、分析不安全感的真实性。
2016 年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外面跑步，突然坏情
绪扑面而来。 我打电话给一个我认为能够帮助
我的朋友，告诉他我的情况，我不知道自己想做
什么，但我希望他能夸夸我。

他非常客观地告诉我， 我没有自己说的那
么糟糕，我在某些方面做得还不错，然后罗列了
我的优点。 我们相隔几千公里，电话只打了六分
钟，但那一晚之后，我的心情好了，并且再也没
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通过这个办法，我能修正
理想自我和实际自我的认识偏差， 两者的距离
越近，我对自己的认识就越客观。

很少有人能够自始自终喜欢自己， 也很少
有人能够自始自终都不喜欢自己。 若你不能马
上喜欢自己，没关系，只要能够停止做那些你并
不喜欢的事情， 就是在给你身边的人一个真心
实意善待你的机会。

芒来小姐

人生解题馆

考 生 案 例

小文把自己锁在房间不愿意见任
何人，一整日，她都呆呆地看着电脑屏
幕上自己的高考成绩， 大脑一片空白，
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平时在班上名列前
茅的她，高考居然落榜了，连她最有把
握的英语也只有一百零几分。 一想到平
时比自己成绩差的同学都上了一本，她
就心乱如麻，伤痛不已。 她既不甘心又
很难过，她不敢面对对她寄予厚望的父
母， 也不敢面对昔日的老师和同学，更
不敢去想自己的未来，她觉得自己是个
彻底的失败者。

案 例 分 析

每年高考放榜都会出现“几家欢喜几
家愁”的状况，像小文这类平时成绩优异，
高考发挥失常的落榜考生更容易出现心
理问题。案例中的小文表现出来的主要心
理问题有三点：一、认识偏差。把高考成绩
当作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认为自己考得
不好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片面的自我否
定让她陷入自暴自弃、 自责自罪的泥潭。

二、自卑心理。 成绩好是小文建立学习信
心的重要依据，当高考发挥失利，优势科
目的优势不再明显时，内心中认为自己不
如他人的自卑感就更为强烈。 三、落差心
理。 从学习的佼佼者变成高考的落榜者，
再加上平时成绩比自己差的同学都比自
己考得好，这种鲜明的对比更加令人心灰
意冷。

怕蛇是人类最普遍的恐惧症之一。 那么，这
种恐惧症是如何产生的呢？ 心理学界的一项研
究给出了解释：人类害怕蛇是天生的。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后瓦内萨·
罗布通过研究发现，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儿童，他
们总能在一堆动植物的图片中， 最先发现有蛇
的图片。 研究者认为此能力能帮助人类在野外
更好地生存下来。 罗布说：“在进化史中，怕蛇的
人类更有优势幸存和繁育后代。 能快速发现有
蛇出现的人类更容易传下他们的遗传基因，换
而言之，害怕蛇是天生的。 ”先前，人类学家已经
表明， 在野外注意蛇的这一需要让早期的灵长
类动物能进化出更好的视力和更强的大脑。

罗布说：“‘人类怕蛇’ 的感觉真的很普遍。
我们总是没有道理地讨厌或憎恶蛇。 ” 罗布的
同事、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朱蒂·德劳琪
说：“我是蛇恐惧症患者。 看到蛇的图片，就会情
不自禁地叫。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虽然婴儿和非
常小的孩子通常不怕蛇， 但他们如果有过不好
的经历， 或者他们在媒体上接触到有关蛇的负
面描述，他们发现蛇就会出奇地快捷，并表现出
对蛇害怕的天性。 ”

名 名

刘荃老师：
您好！
我是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喜欢处

处挑别人的毛病。 我不善交流，从小学到
大学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 同宿舍的人，
时间长了我也会有各种看不惯，老是因为
别人一丁点的小事情就生气。 比如，上铺
的女孩翻身力气太大；对面的女孩脸盆里
的水弄脏了地板。

我的父亲也是这样一个人，我和父亲
没有过普通父女之间的玩笑嬉闹，更不用
说撒娇了，只要父亲在家，我都是一副害
怕的样子。 母亲是一个爱抱怨的人，喜欢
在我面前说自己的不容易。我是家里最听
话的孩子， 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开心过，我
觉得很累。 我该如何改变自己？

战女士

曹人仁，郴州市第
一中学专职心理教师 ，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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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小屋

没有哪所学校希望自己的学生失败，或
者鼓励自己的学生去拥抱失败。而在澳大利
亚，却有这样一所学校———艾文豪女子文法
学校专门为学生设立了特殊课程———“失败
周”。

此前，与所有的学校一样，艾文豪女子
文法学校将培养学生取得成功作为唯一的
目标，在各个年级的课程设置上，绞尽脑汁
教导学生如何才能成功，以及成功必备的几
个素质。 如此一来，使学生每天都处于高度
紧张的状态中，成为毫无个性的“学习机器
人”，整个学校毫无生气可言。 鉴于此，学校
决定彻底改变学风，放弃所谓的“成功学”课
程， 继而鼓励学生去拥抱失败， 遂设立了
“失败周”。

“失败周”的课程设置有两项：分别是
“惊奇课堂”和“午餐活动”，宗旨是锻炼学生
的心理健康和精神恢复能力， 重点是失败、
勇敢、冒险以及尝试新鲜事物，内容是让学
生分组展示他们新学到的技能，这些技能通
常一周内无法完全掌握， 面临的结果往往
是失败， 这样做是为了锻炼学生们敢于在
众人面前展示失败的勇气。 校方还邀请心
理学专家， 告诉老师和家长如何帮助学生
建立信心。

学校教导主任布里奇特·麦克弗森表
示：“‘失败周’ 最想让学生了解到失败的必
然性和重要性，以此鼓励她们在漫长的人生
中不要畏惧失败和犯错， 遇到问题不绕道
走，既要勇敢地面对问题，又要理智地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 每一次失败就是一次痛
苦，而每次痛苦都是一次成长的经历，即使
一次失败了，也不能空手爬起来。 ”

学生汉娜在“失败周”里参加了攀岩课
程，连续五次都以失败告终，她稍作休整后，
又进行了第六次冲刺， 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对此她感慨道：“失败是人生迟早会面临的
问题， 以后各种各样的失败还会接踵而至，
学习怎么面对它是越早越好的事情。如果你
接受了失败， 这些失败不仅不会阻挠你，反
而会成为你前进的助推器”。

学生卢克在参加“午餐活动”时，要求在
一个半小时内自己动手为五名同学做好午
餐，可她不仅没有按时完成任务，而且饭菜
也做得半生不熟，她感觉很难为情，后来在
老师们的安慰下，释然了：“我一直在家过着
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在这次活动中，我享用
了自己的劳动成果，虽然失败了，但是感觉
很充实。 失败对于每个人都很珍贵，只有经
历了，才能感受到它与成功的密切关系。 ”

张达明

厉兵秣马 决胜高考

新知探索

专 家 支 招

正视考试结果，客观认识高考。 高考
成绩已成事实， 与其消极回避不如积极
应对。 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更不是人生
的制胜点， 高考考得好不代表未来的人
生可以一劳永逸， 高考落榜了也并不意
味着过去的学习一文不值。 在高考备考
过程中，学习方法的掌握、思维习惯的养
成、 坚强意志的培养都将是你未来人生
的宝贵财富。

合理宣泄情绪，重新接纳自我。 像小
文这类落榜考生可以通过运动、倾诉、转
移注意力等方式排解因落榜带来的负面
情绪，帮助自己尽快走出情绪的低谷。 其
实，挫折和考验是重新进行自我定位、调
整自我认知的有利时机。

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发展方向。 淡化
考试结果，聚焦学习过程，静下心来仔细
分析高考失利的原因， 从失败中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 同时，考生和家长也应该
清醒地认识到， 高考不是人生的唯一出
路， 落榜考生更需要有目的地进行生涯
规划，找到人生前进的方向。

成功的“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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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策课堂

战女士：
你好！
看了你的故事，脑子里就浮现出一只小刺猬。 我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否也会

有类似的感觉。 你从小生长在一个压抑、严苛、缺乏温暖与支持的家庭。 爸爸总是
阴沉着脸，让你很紧张很害怕；妈妈总是抱怨，所以，妈妈也给了你很大的压力。 在
家里要乖要听话，在学校要努力要勤奋，要有好成绩。 所以，能够想象你一路走来，
是多么小心翼翼，多么不敢懈怠，更重要的是，你从小到大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一
路孤独负重前行，因此你觉得累，不开心。

可能你的经历让你建立了一些观念：一个人必须谨慎、勤奋、不影响别人，不
能犯错，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同与爱。 因此，你对自己要求很严苛。 同时你也会用同
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一旦身边的人有一点过失，或者仅仅是没有达到你的要求
时，你的焦虑就会被唤醒，于是就会发脾气。

幸运的是，你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也愿意去改变。 给你几个会让你变得柔软
一些的建议，你可以去试一试。 矫正自己的信念：不犯错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
只要努力做事，就会获得大多数人的尊重与爱。 行为改变：学习欣赏别人和欣赏自
己。 学习赞美：试着从寝室的同学开始，赞美她们。

刘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