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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 而是从决定
去做的那一刻起， 持续累积而成。

▲ 作为普通人， 或许我们没有环游世
界的资本， 难追逐到远方的浪漫， 但可以把
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

贵州 钟涛

羞怯心理十分常见， 常表现为在公众
场合面部潮红、 说话语无伦次、 出虚汗、
手足失措等， 被称为社会交往恐惧感或社
会交往紧张感。 其实这样的人很多， 各种
年龄、 各种职业人群都有。 然而过分的羞
怯便是一种心理问题， 需要加以克服。 羞
怯心理的表现因人而异， 根据其成因， 归
纳为以下几种：

自卑性羞怯 主要表现为过低估计自
己的能力， 过分注意自己的缺点， 常以自
己的短处与他人的长处相比较。 比如， 不
善言辞的人与那些出口成章、 口若悬河的
人相比， 家境贫寒的人与家境优越的人相
比， 会使前者产生心灰意冷、 自怨自艾的
不良心理， 并逐渐形成自卑的性格。

敏感性羞怯 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
年轻人， 自我意识十分强烈， 总想给别人
留下个好印象， 所以时常关注别人 （尤其
是领导） 对他的评价。 他们常常担心自己
会被别人否定， 对他们来说， 自己的一举
一动都是一幕幕的演出； 他们认为别人正
一刻不停地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评价；
他们总把别人看作是自己的 “法官”。 自
然， 同他们周围的人在一起， 就会感到不
自在。

习惯性羞怯 由于父母管教过严或教
师教育不当， 或遭受到不幸的经历， 逐渐
形成一种心理定势。 比如， 有的人平时歌
唱得很好， 一旦让他上台演唱， 宁可在台
下徘徊， 也不敢跳上舞台展示。

功利性羞怯 有些青年人刻意追求某
种目的， 但没有 100%的把握， 从而产生胆
怯心理。 比如， 参加某种技术比赛时， 论
实力他有很大优势， 足以击败对手， 可一
到赛场上， 他就患得患失， 心里紧张， 这
势必影响正常发挥， 造成不必要的失败。

若是有了羞怯心理， 该怎么克服呢？
树立自信心 心理学家认为， 自卑是

性格软弱、 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要想克服
羞怯心理， 首先要建立自信心。 如果一个
人觉得自己有点愚蠢， 那么， 他就会表现
得很愚蠢；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端庄高
雅， 他就会表现得端庄高雅； 如果一个人
觉得很有信心， 他就会表现得很有信心。
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注意培养
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因为有能力才会有自
信， 才能克服自卑、 羞怯的心理。

学会控制情绪 凡事尽可能往好的方
面想， 多看积极的一面。 平时注意培养自
己的良好情绪和情感， 相信大多数人是以
信任和诚恳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 不要把
自己置于不信任和不真诚的假定环境中，
那样， 对别人就总怀有某种戒备心理。 自
己偶有闪失， 或者并无闪失， 也生怕别人
看破似的， 这样自己就会惶惶然， 更加重
羞怯心理。

淡泊得失与成败 在当今社会发展迅
速， 各种竞争激烈的大潮中， 每个人都渴
望成功、 追求进步， 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
不能由此背上沉重的包袱， 搞得自己非常
紧张， 反而影响正常水平的发挥。 事实
上， 每个人都会面临挫折， “心想事成”
之类的话， 只不过是人们的良好愿望罢
了。 因此， 对得失与成败不要看得太重，
只要你尽心尽力、 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
作， 对得起自己， 你便不会惶惶不安， 对
一切都会泰然处之。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健康局
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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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这种已持续几年的考证
爱好， 实际上是患上了焦虑症。
为了缓解职场焦虑， 他拼命地考
证， 幻想靠着这些证书获得职场
安全感 。 焦虑症是一种以广泛
的、 持续的焦虑或反复发作的惊
恐不安为主要特征的神经症性障
碍， 常伴有植物神经紊乱症状和
运动性的紧张不安。 焦虑症一方
面表现为情绪上的症状， 如发作
性或持续性地出现莫名害怕、 紧
张、 焦虑 、 恐惧不安等心理问
题。 患者可能有一种期待性的危
险感， 感到有某种灾难降临等
（像文章开头提到的小王， 就是
担心自己证书不够而迟早会被职
场淘汰）， 并伴有忧郁症状。

另一方面表现为躯体症状，
紧张、 担心的同时往往会伴有心
慌气短、 口干出汗、 颤抖痉挛、
面部潮红、 手脚发麻等， 严重时
会有濒死感、 失控感。

产生焦虑症的原因大致有 4
个因素：

一是遗传因素；
二是社会心理因素， 如对生

活、 工作、 学习要求高、 追求完
美， 且不自信， 过分在意他人眼
光与看法等的人遇上失业、 亲人

去世等应激事件；
三是体内神经递质如多巴

胺、 五羟色胺等的失衡， 也会导
致焦虑症的发生；

四是躯体疾病因素 ， 如甲
亢、 心脏病等都会伴有焦虑症
状。

据世卫组织统计 ， 全球每
13 个人就有一个焦虑症患者 。
2019 年一项全国精神障碍流行
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焦虑症已成
为我国患病率最高的一种精神疾
病， 终身患病率达 7.6%。

日常生活中许多人都有一些
焦虑情绪， 一些人被这类问题所
纠缠， 就认为自己患上了焦虑
症。 其实不然。 是焦虑情绪还是
焦虑症， 应从焦虑的症状、 持续
时间、 严重程度来综合考虑。

一般来说， 焦虑情绪是由某
种事件引发， 而焦虑症往往是无
缘无故； 焦虑情绪会随着事件结

束而消失， 而焦虑症可能会随着
时间推移逐步加重； 焦虑情绪让
人更关注事件， 而焦虑症则会严
重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与工作。

焦虑症是可以预防的。 每个
人都会有焦虑的情绪， 但如果觉
得它影响到了正常工作、 生活、
学习， 一定要及时寻求帮助， 如
找亲人、 好友倾诉， 到专业的医
疗机构进行评估与检查。

轻微的焦虑症， 可以通过放
松、 自我暗示 （如自我鼓励、 树
立自信）、 转移注意力等解除焦
虑症状 。 亦可以通过散步 、 慢
跑、 健身操、 瑜伽、 打球等进行
运动治疗。 患上中度及以上焦虑
症， 就一定要到专业医疗机构通
过药物治疗、 心理治疗、 物理治
疗相结合， 进行系统治疗。
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

主任医师 王晓
（潘子洋 整理）

是患病率最高的精神疾病
怎样克服羞怯心理？焦虑症

平衡定律， 指世界始终以它微妙又独特的方式维
持自己的平衡。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 当某一个方面不足的时候，
必然会与之相对应的方面出现多余。 比如 “识不足则
多虑”， 当一个人见识不足的时候， 就会过度担心很多
事情， 诚惶诚恐， 没有安全感； “智不足则多疑”， 当
一个人认知不足的时候， 就会对很多没见过的东西半
信半疑， 总是在怀疑一切， 徘徊不前； “度不足则多
怨”， 当一个人的格局不够时， 看到的都是不公平， 时
间一长会导致自己充满愤恨和不满， 整天抱怨和哀叹。

因此， 我们必须认识到： 生活就是一个天平， 你每
拥有一件东西， 就要为拥有它而付出代价。 我们欣赏或
打压的任何东西， 都会对我们产生一个方向相反， 大小
相等的副作用。 且凡是被我们抗拒的， 都会持续存在。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陆闻

漫 言 漫 语

一些事看不透， 不如看淡……
田志仁（黑龙江） 作

平衡定律

小王工作不久， 同事们就发现他喜
欢考证。 前年， 他考了律师资格证； 去
年， 又拿到了心理咨询师证书， 目前正在
为英语口译证书努力。 为了考证， 他甚至
放弃了一切业余活动， 下班后就闷在屋
子里看书、 做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