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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外科医生阿费烈德曾发
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肾病患者的
肾比正常人的大。 类似情况在心
脏、 肺等几乎所有器官中都存在，
患病器官因为和病毒、 细菌作斗
争而使功能不断增强。 他还发现，
搞艺术的学生视力大多不太好 ，
有的甚至是色盲。 阿费烈德将这种
现象称为 “跨栏定律”： 竖在你面
前的栏杆越高， 你跳得也越高， 一
个人的成就大小取决于他所遇到

的困难的程度。
跨栏定律可以解释许多生活

现象， 如盲人的听觉、 触觉、 嗅
觉都比一般人灵敏； 失去双臂的
人 ， 平衡感更强 ， 双脚更灵巧 。
英国首相前布朗 16 岁左眼失明，
沉重的打击让他心灰意冷 。 一
天， 哥哥带他玩射击， 他击中了
目标。 哥哥说： “我眯紧左眼很
吃力， 所以没有瞄准。 你比我有
优势 ， 因为上帝替你蒙上了左

眼 ， 你可以心无旁骛地瞄准 。 ”
这句话让他充满力量。 后来， 对
手常借盲眼嘲笑他， 而他自豪地
说： “我的左眼是上帝为我蒙上
的， 就是希望我能专注于毕生的
事业 。 ” 他忠告青年 ： “每一个
经历都在塑造你。 在逆境中坚持
下去 ， 不要被击垮 。 ” 将苦难当
作自己人生的跨栏， 何愁人生不
能大有作为？

邓飞宇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讨厌过年？

春节除了团圆、 欢庆的感觉，
这些年似乎还给人们带来了越来
越多的压力， 不少人对过年甚至
心生恐慌。 心理专家表示， 原因
无非三点：

1.�受不了亲戚的各种“关心”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每到过
年， 拜访亲戚必不可少， 亲人见面
免不了关心， 问这问那。 “工作找
到了吗？ 待遇如何？ 谈对象了吗？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亲戚们无
论是出于关心还是好奇、 八卦的心
态， 都很容易忽略当事人的感受。
所以， 当听到这些问题时， 大家会
感到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侵犯， 陷入
不想回答又不好意思拒绝的尴尬境
地， 于是， 亲戚之间的友好往来开
始变成一种压力和负担。

2.�攀比心态作怪 喜欢比较是
一种正常的心理， 但当比较过度
时， 就易形成 “攀比心理”。 过度
的攀比会让人觉得自己总有一些
方面不如别人， 变得自卑、 难过，
甚至引发嫉妒、 憎恶等负面情绪，
严重影响心情与人际关系。 在亲
戚聚餐、 同学聚会等各种活动中，
有些人习惯于炫耀自己生活的富
足， 如果你是一个攀比心重的人，
就容易产生强烈的 “心理落差
感”， 觉得自己过得不如意， 生活
满意度大打折扣。

3.�年终总结难交差 对于在外
打拼的人来说， 过年就意味着要
回到老家， 暂时离开目前工作的
城市。 这个过程会给人一种阶段
性小结的感觉， 仿佛要将自己这
一年的成果有个交待。 如果工作
了一年， 还是一如既往地没干出
什么名堂， 也会有心理压力。

过新年，心理先过年
面对这些心理难题， 人们要

学会克服悲观迷茫和盲目乐观 ，
建立务实的目标。

克服悲观迷茫心理 目前社会
上许多人 ， 尤其是年轻人群体 ，
对未来持有一种悲观的迷茫心理。
一方面看不见自己的长处， 常常
因缺乏信心和勇气而事业难成 ；
另一方面， 由于心理上不能接纳
自己， 导致内心长期处于失衡与
迷失状态中。 对于这类群体， 应
该想一想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故
事。 上个世纪初穷困潦倒、 不名
一文的洛克菲勒， 也曾在一个新
年前夕躺在破烂的床上痛苦不已，
认为自己这辈子肯定一事无成 。
然而当他克服悲观迷茫， 努力奋
斗数年后， 终成享誉全球的人物。

克服盲目乐观心理 盲目乐观
的人， 虽然对人生目标规划得头
头是道， 宏伟远大， 但却对自己
的能力和优劣势没有进行正确评
估。 其结果可想而知， 要么是心
有余而力不足， 事倍功半 ； 要么
摔得浑身是伤。 由于心理上过于
乐观， 心理准备不足， 应变能力
差， 如遇挫折， 往往更容易一蹶

不振、 心灰意冷。 所以往往一经打
击， 就转而走向悲观。

建立务实的目标心理 要获得
成功， 光有信心、 勇气是不够的，
还需要正确的目标和方法， 才能
指引人们走出一事无成的人生沙
漠。 比塞尔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
一颗明珠， 它靠在一块约两平方
千米的绿洲旁， 每年都有数以万
计的游客来此参观。 然而在 1926
年英国皇家学院院士莱文发现它
之前， 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这儿
的人也没有一个走出大荒漠。 村里
人对莱文说无论走哪个方向都会
回到原点。 于是莱文雇了一个当
地人， 让他带路， 结果第 11 天早
晨， 他们转回到比塞尔。 莱文突然
明白了， 比塞尔人走不出沙漠， 是
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北极星， 更没
有指南针。

年头岁尾， 每个人都应该科学
地分析对待自己的心理状态， 不要
自怨自艾， 也不用攀比他人， 对自
己的能力进行正确的评价， 制定一
个切合实际的目标， 再按自己的计
划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星光不
问赶路人， 时光不负有心人。

文/刘颖 韩振奎

������表妹小蕾是一位标准的
白领， 收入高， 但相当辛苦，
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 娱乐
和逛街时间少之又少。 前不
久小蕾恋爱了， 男朋友阿辉
对她挺不错， 不管小蕾加班
到多晚， 阿辉都会来公司接
她。 阿辉虽不富有， 但生活
还很小资， 也讲究浪漫， 很
符合小蕾的胃口。 享受着爱
情的小蕾对自己这份本不喜
欢的工作越来越厌烦， 她对
我抱怨说： “我没有多大的
上进心， 现在的工作又累又
烦， 我其实是想找一份轻松
的工作， 每月拿不多的工资，
关键是我要嫁给一个爱我对
我好的男人， 给他生两个孩
子， 然后我们一家四口幸福
地过一辈子， 一直到老。”

看她一脸的憧憬， 我实
在不忍心打破她美 好 的 愿
望。 不久后小蕾辞去了这份
高薪工作， 转而在一家小公
司找了一份真如她说的轻松
不累的工作。 小蕾把自己的
未来寄托在男朋友身上， 依
然做着那个一家四口其乐融
融的梦。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
表妹了， 我对她说： “你还
是找一份至少能谋生的工作
吧！ 你凭什么让一个男人对
你温柔体贴、 不离不弃， 还
一直心甘情愿当你的长期饭
票 ？ 表妹睁大眼睛看着我 ，
惊奇地问我： “难道你不相
信爱情？” “我相信爱情， 可
我更相信女人要先谋生， 再
谋爱。” 我淡淡地说。

果然， 没多久就传来了
小蕾失恋的消息， 男友与她
分手的原因直接而简单， 他
养不起他未来的妻子， 只能
请小蕾 “另谋高就”。 曾经笑
靥如花、 沉浸爱河的小蕾经
受不了爱情的打击， 一蹶不
振 ， 后来索性不去上班了 ，
整日宅在家里， 靠玩网游消
磨时光。

姨妈看在眼里， 急在心
里直怨恨表妹前男友的绝情
和冷酷。 我想对姨妈说， 没
必要记恨别人 ， 门当户对 ，
势均力敌， 一个不高攀， 一
个不低就， 这大概才是爱情
最好的模样。 一个女人将来
连谋生都要指望男人， 怎么
能奢求这个男人给她多少爱
呢？ 女人， 靠自己双手赚来
的钱永远不会背叛你， 只有
你经济独立了， 你才能掌握
爱情的主动权啊！

余平

年关也是心 理 关 先谋生
再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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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越大 跳得越高

“我太难了！” 2019 年， 最热流
行语莫过于这发自肺腑的四个字。 辞
旧迎新之际， 盘点这一年的风风雨
雨， 总是有得有失， 有人甚至失大于
得， 于是出现心理不平衡、 失落、 沮
丧等悲观压抑的情绪。 年关也是心理
关， 必须加以注意， 先从心理上及时
调试， 才能欢欢喜喜地跨过这一年，
迎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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