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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辞典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在超市买东西， 结账时你发现旁边的
柜台结算速度很快 ， 可当你移过去
时， 原来那一队的人， 却很快结算完
了； 上班忘记关水龙头， 你觉得快迟
到， 就放弃回家再检查一下的想法， 结
果果然漏水； 等公车时， 你要等的那一
趟迟迟不来， 不等的却接二连三……这
其实就是墨菲定律。 墨菲定律， 是一种
心理学效应， 由爱德华·墨菲提出。

墨菲定律的原句是： 如果有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 而
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 则必
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 换句话说，
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 不管这种可
能性有多小， 它总会发生。

爱德华·墨菲之所以提出这个效
应， 是因 1949 年他和他的上司斯塔普
少校， 在一次火箭减速超重试验中，
因仪器失灵发生了事故。 他发现， 测
量仪表被一个技术人员装反了。 所以，
他得出的教训是如果做某项工作有多
种方法， 而其中有一种方法将导致事
故， 那么一定有人会按这种方法去做。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的原
因有：

1.�“虚幻关联” 1996 年， 科学
家罗伯特·马修斯发现 ， 人们擅长
“虚幻关联”。 比如堵车时， 总以为自
己所在的车道是最慢的， 我们更倾向
于记住不好的事， 这和我们的本能和
生存意识有关。

2.�概率原因 假如在超市， 总会
感觉自己排的队很慢。 原因在于， 假
设 11 条通道， 你有 1/11 的几率排到
最快的 ， 但有 10/11 的几率排到慢
的。 很多定律给大家的感觉总是那么
准， 其实多半都是感觉上与实际情况
所存在的偏差导致的。

3.�心理暗示 当你对某件事过分
关注， 就会形成一种心理暗示， 当这
件事情真正发生时， 影响程度就会被
放大， 导致你的反应比平时更激烈。

墨菲定律提醒我们做事时应更加
谨慎仔细 ， 不要嫌麻烦， 多检查两
遍； 此外， 用刻意的练习和思考提升
预知能力。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孔自来

墨菲定律———

������据悉， 今年双十一天猫成交
额 4982 亿元 。 双十一狂欢 ， 从
2009 年 11 月起 ， 只花了十年时
间， 就从一个只有 27 家商户参与
的打折日， 变成了一个全民狂欢
的消费节， 今年更是从 11 月 1 日
就开始拉开战线。

面对逐年攀升的成交额数据，
我们不禁思考： 真的是我们的消
费能力， 相比十年前有了如此大
的提升吗？ 是什么让每年的交易
额都超出预期呢？ 为什么我们喜
欢买买买？ 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
在影响我们？

撇去消费能力的提高， 消费
方式的多元化， 商家铺天盖地的
硬广轰炸消费者的眼球， 软广占
据消费者的心智， 更重要的是双
十一通过各种方式激发了我们的
消费愿望 。 “买买买 ” 的背后 ，
还隐藏着以下心理原因。

稀缺性冲动 美国旧金山州
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瑞安·豪威
尔 (Ryanhowell) 认为， 购物的冲
动是一种本能。 即使现在物质并
不匮乏， 但是在面对稀缺品的时
候， 人们与生存有关的焦虑感仍
会被唤醒， 导致我们想去拥有这
些 稀 缺 的 东 西 。 当 我 们 看 到
50%折扣标签， 稀缺性冲动就被
启动了。

锚定效应———“占便宜” 的安
慰心理 锚定效应 ， 指的是人们
在做决定或下判断之前， 容易受
到之前的信息影响。 双十一最大
的卖点就是疯狂折扣， 相当于给
每个人抛了一个大折扣的锚。 基
于此， 双十一前许多商品通常都
会出现一个价格先涨后降的现象，
为的是在我们脑海留下高价印象，
让我们的判断产生偏误， 觉得不
占便宜就要等到明年 “双十一 ”
了。

麦克斯韦尔定律———这一次，
我可能是幸运的 如果说墨菲定

律告诉我们 ： 我为什么
这么倒霉 ？ 那么与之相
反的麦克斯韦尔定律就
会在双十一之前提醒我
们 ： 说不定下一个最幸
运的就是你 。 这就是很
多 商 家 的 必 杀 技———秒
杀竞争机制 。 零时零分
零秒 ， 盯着屏幕疯狂秒
杀的你 ， 愣是活成了商
家最爱的模样 。 若秒杀
成功 ， 会有种幸运从天
而降的感觉 ， 带着被鼓励的
心情继续购物； 秒杀失败也无所
谓， 只能怪网络太差， 继续疯狂
竞争其他商品。

“损失厌恶” 心理学家丹尼
尔·卡尼曼提出了 “损失厌恶” 理
论， 是指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
小心翼翼， 不愿冒风险； 而在面
对损失时会很不甘心， 容易冒险。
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不
同， 损失时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
获得时的快乐感。 商品如果不打
折， 不购买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损
失， 但双十一的降价噱头会打破
这种平衡 ， 促使我们去 “买买
买”， 来减少损失。

思维定势心理———不买东西
怎么对得起双十一 思维定势， 又
称惯性思维， 是由先前的活动而
造成的一种对活动特殊心理的准
备状态或活动的倾向性。 年年到
除夕， 合家看春晚， 年年双十一，
电商大扫购。 这似乎在每个人心
中已经成为了默契的思维定势 ，
而购物也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习
惯。

“从众” 心理 从众 （confor鄄
mity）， 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
群体的引导或压力， 而向多数人
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 心理
学家认为 ， 从众的原因之一是
“行为参照”： 当缺乏适当行为的
知识或遇到不明情境时， 人们会

通过他人的行为来作为自己行为
的参考， 而多数人的行为， 自然
是最可靠的参照系统。 所以， 即
便我们并没有什么需要购买的东
西 ， 但在身边的人都跃跃欲试 ，
疯狂抢购时， 我们的手指也会按
下购买键。

那么， 如何不被双十一潮流
左右呢？

1. 购买之前询问自己这件物
品我是否有用， 或者是不是必须
购买；

2. 购买时要思索使用率， 仅
仅用了一两次就搁置， 并可以用
其他物品替代的商品自然是不用
购买了；

3. 控制自己的欲望， 要在自
己能力范围内合理消费， 拒绝超
前消费。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
过： 幸福是一种通过对行为和享
乐的节制， 对愿望的制约及避免
对世俗占有欲的竞争而获得的一
种安宁快乐。 只有当找到自己真
正的内心需求， 才能在根源上对
物质欲望降级。 “消费” 可以当
成是暂时喘一口气的一根稻草 ，
但我们仍然需要通过明确需求来
调整自己的内心， 找到属于自己
安定的力量。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杨甜

你剁手了吗？
“买买买”背后的心理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