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辞典

▲ 生活中 10%是你将经历的
事， 而剩下的 90%是你应对它的
过程。

▲ 问题的出现不是让你止步
不前， 而是为你指明方向。

宁夏 易究湘

心灵鸡汤

焦虑是一种内心紧张不安， 预
感到似乎要发生某种不利的情况而
又难于应付的不愉快情绪体验。

焦虑不意味着都有临床意义 ，
相反适度焦虑具有积极意义 ， 比
如它可以调动身体各个脏器的功
能 ， 提高大脑反应速度和警觉性 ，
让人们在短时间内尽快找到解决
问题方法。

人的一生是与焦虑战斗的一生，
自断奶到各种大小考试， 都是解决
焦虑的过程。 但是如果焦虑的严重
程度与客观事实或处境明显不符 ，
或持续时间过长， 严重地影响我们
的社会功能， 便会成为病理性的焦
虑， 具体表现为：

1. 病人总是心理害怕， 提心吊
胆、 忐忑不安， 甚至极端惊恐或恐
怖； 与现实存在的威胁不相称。

2. 总有一种死在眉睫或马上就
要虚脱晕倒的痛苦体验。

3. 焦虑是相对持久的， 并不随
着客观问题的解决而消失， 常常与
人格特征有关。

4. 在焦虑体验同时， 有躯体不
适感、 精神运动性不安和植物神经
系统功能紊乱。

5. 对预感到的威胁和危险感觉
痛苦 ， 并感觉到缺乏应对的能力 ，
可以简单理解为程度更严重。

出现以上 5 个表现， 严重影响
社会功能的我们就称为病理性的焦
虑， 临床上也称为焦虑障碍。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赵亮

焦虑过度
会成焦虑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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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周南中学 周嘉豪 作

标点人生

■心理关注

其实这种不愿麻烦别人的
人在生活中十分常见， 他们对
别人有极大的宽容， 对自己却
十分严苛。 这个群体的人 ， 是
一种逃避型人格， 又称回避型
人格障碍， 他们最明显的特征
是自卑、 逃避社交， 对外界比
较敏感， 因为害怕受挫或失落，
而不敢与人交往， 或者拒绝接
触新事物、 尝试新挑战。

心理学上有个理论叫依附
理论， 是指一个人对另一特定
他人的情感连结。 人生最重要
的事情， 其实是一段段有意义
的连结， 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
婚姻关系， 或者职场关系 ， 离
开了依附， 都容易走向分崩离
析。 回避型人格是一个 “自我
闭环”， 想靠近又不敢靠近， 渴
望依恋又害怕依恋。 这种逃避
型人格， 对自己往往会有三种
危害：

危害一

莎士比亚说 ： “悲伤若不
说出口， 便会向负荷过重的心
窃窃私语而令其破碎。” 因此，
对于那些具有回避疏离型人格
的人来说， 由于长期束缚内心
的真实想法与真切感受 ， 把自
己的负面情绪与黑暗能量压抑
在内心。 时间一长， 这些消极
能量就会大量堆积， 堵塞我们
机体正常的疏通与排解。

不愿意麻烦别人之所以存
在危害， 是因为这种人往往是
卑微和敏感的性格； 不敢麻烦
别人 ， 不愿主动求助的人 ， 表
面是担忧被拒绝的尴尬， 最主

要的原因还是自身过于压抑自
己的需求； 让他们去麻烦别人
的话， 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感到
焦虑， 害怕会遭到别人的反感
和嫌弃。 于是在自己陷入难以
自我解决的困境时， 也不敢动
动嘴皮子， 去寻找他人的帮助，
最终半途而废或者停滞不前 ，
搞得自己身心俱疲， 还是没能
走出困局。

不愿麻烦别人 ， 回避人际
互动， 其实是自己内心在回避
自己的本能， 这种行为无疑是
自我淘汰。

危害二

内心没有安全感 ， 觉得自
己在别人眼里没有存在感 ， 所
以不敢轻易去求助别人 ， 不敢
触碰自己脆弱的真实内心 ， 害
怕表露真实的自我本相， 心理
学上称之为 “低自我价值感”。

他们总是自我行动 ， 独来
独往， 就像是一个套在壳子里
的人。 他们用一层布紧紧地包
裹着自己的心， 使得自己内心
的真实感受和核心需求， 与世
界发生隔离， 疏远群体 ， 而无
法与人产生心与心的连结。

如何接受现在的自我 ？ 那
就是学会麻烦别人， 走出求助
他人的第一步， 同时在自己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他人帮助，
通过多种关系的连结， 逐渐完
善自我， 成就自我。

危害三

经 济 学 中 的 投 资 理 论 ：

“人在一段感情中付出越多， 那
么对这段感情越依赖、 越难以
割舍 。 相反 ， 你付出的越少 ，
越会觉得这段感情可有可无。”

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 ： 人
在一段感情中麻烦伴侣越多 ，
那么就可以呈现出你对这段感
情越依赖， 越看重； 相反 ， 你
越少去麻烦伴侣， 只会让伴侣
觉得他对你不重要， 觉得你对
这段感情可有可无。

如果我们总是压抑自己的
需求， 不对伴侣坦诚的话 ， 对
方就无法走进你的心里 ， 那么
这段关系就会失衡， 逐渐走向
破裂。 如果我们不去麻烦别人，
表达出对他人存在需求感的话，
别人是不懂我们的渴望和脆弱
的。 人是群居动物， 而不是一
座座孤岛， 拥有麻烦别人的能
力是强效的粘合剂， 可以让两
颗心靠拢。 善于麻烦伴侣 ， 其
实就是找一个懂 “爱 ” 的人 ，
做你 “偏心的陪伴者”， 在全心
全意地关注及无条件的接纳下，
治愈你的脆弱过往、 疗愈你的
自卑， 共同迈步成长。

罗振宇说 ： 给别人添麻烦
本质上就是一种协作， 而人类
社会最重要的机制， 就是协作。
如果你不去麻烦别人， 那就是
拒绝了人际关系的建立。 笔者
对此话深以为然。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龙萧宇

登门槛效应指在一般情况下，
人们都不愿接受较高较难的要求，
因为它费时费力又难以成功， 相
反， 人们却乐于接受较小的、 较
易完成的要求， 在实现了较小的
要求后， 人们才慢慢地接受较大
的要求。

1966 年， 美国心理学家曾做
过一个实验： 派人随机访问一组
家庭主妇， 要求她们将一个小招
牌挂在她们家的窗户上， 这些家
庭主妇愉快地同意了。 过了一段
时间 ， 再次访问这组家庭主妇 ，

要求将一个不仅大而且不太美观
的招牌放在庭院里， 结果有超过
半数的家庭主妇同意了。 与此同
时， 派人又随机访问另一组家庭
主妇， 直接提出将不仅大而且不
太美观的招牌放在庭院里， 结果
只有不足 20%的家庭主妇同意。

研究者认为， 人们拒绝难以
做到的或违反意愿的请求是很自
然的， 但是他一旦对于某种小请
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就会增加
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 而当他卷
入了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 ，

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的知觉、
自我概念或态度。 这时如果他拒
绝后来的更大要求， 就会出现认
知上的不协调， 于是恢复协调的
内部压力就会支使他继续干下去
或做出更多的帮助， 并使态度拓
改变成为持久的。

因此， 在人际交往中， 当我
们要求某人做某件较大的事情又
担心他不愿意做时， 可以先向他
提出做一件类似的、 较小的事情。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临床心理科 刘鑫

也许是回回回避避避型型型人人人格格格障障障碍碍碍

登门槛效应

不愿意麻烦别人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生活中， 遇到自己没办法
解决的事情， 总是不好意思、 不愿意麻烦别人； 不敢去主
动寻求他人的帮助， 即使知道那个人有能力帮我们度过这
个难关； 总是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的问题， 尽量自己想办
法解决， 或者直接放弃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