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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关注

为什么我们把最坏的脾气给了身边人？
亲密综合征
30 岁的杨杨结婚已经 5 年， 有一个 3
岁的女儿， 在一家商贸公司任行政经理。
在外人眼里， 杨杨漂亮、 知性、 优雅， 善
解人意， 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人。 然而，
她留给丈夫大刘的印象却没有那么好。 大
刘感觉妻子杨杨就像是个“双面人”， 一回
到家， 总是乱发脾气， 训丈夫， 打女儿，
经常为一点点小事“河东狮吼”。 为了家庭
安宁， 大刘息事宁人， 处处迁就杨杨。 但
即使这样， 杨杨也会“鸡蛋里挑骨头”， 隔
三差五冲大刘发脾气。 大刘抱怨声连连。
对于大刘的抱怨， 杨杨也是满腹委屈。
她说： “作为一个既有孩子又有家庭的女
人， 要在职场打拼， 要照顾女儿和丈夫的生
活， 还要做家务， 一人分饰多个角色， 所面
临的压力是别人无法体会的。 面对这么多的
压力， 从哪里找到释放的出口？ 作为丈夫，
他是不是该为我分担点？ 我心里有委屈和
焦虑， 不对着他抱怨， 还能对着别人抱怨？
他是我丈夫啊！”
在生活中， 像杨杨这样
的困惑普遍存在。 不光是夫
妻之间、 亲子之间、 兄弟之
间这种现象也存在， 这种现
象在人际交往学中统称为
“亲密综合征”。
通常情况下， 人们情绪的
宣泄最易指向关系亲近的人。
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这
样的体验： 日常生活中， 我
们在遭遇挫折、 心情不好、
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 很容
易将身边的亲人当作发泄的
对象。 在这种情形下， 生活
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都
可能被无限放大， 成为引发
情绪风暴的导火索。 而这种
负面情绪在让我们身边亲人
受伤的同时， 也极大地影响
了家庭和谐。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
家对于我们来说， 意味着安全、
信任、 包容、 爱和不设防， 不
管我们有着怎样的缺点， 作为
亲人始终会包容你。 不管你事
业上有无成就， 脾气是好还是
坏， 他或她都 会 一 如 既 往 地 爱
你、 宠你、 心疼你。 正是基
于如此心理， 当我们在外边
受了委屈， 遭受了挫折， 我
们才将家当成肆意倾泻负面
情绪的场所、 释放压力的出
口 。 有了委屈到家里倾诉、 发
泄， 是亲人之间彼此接受和认
知的深层体现。
其实， 杨杨的心理状态跟
所有人一样， 当生活所赋予的
角色给了她太多的压力时， 她
会选择最亲的人作为情绪释放
口， 以与丈夫争吵的方式来转
移自己的注意力， 缓解职场压

力所带来的焦虑。 然而， 这样
一来， 她的坏情绪释放了， 但
却以另一种方式伤害了最亲的
人， 影响了家庭和谐。 然而，
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样做不
可取， 但却又找不到适合的解
压方式， 任由自己的坏情绪在
家里泛滥， 既让自己不快乐，
也让身边的亲人受到了伤害。
其实， 也有好的办法， 既能释
放情绪， 缓解压力， 又不对身
边的亲人造成伤害， 影响家庭
和睦。
一是及时调整认知 往 往 我
们认知失调的时候， 才会陷入
无休止的纷争当中， 因此， 作
为当事人， 应该学会一些自我
平衡情绪、 自我解压的技巧与
方法， 一旦意识到坏情绪影响
到了 身边的人， 就要立即叫 停 ，
然后让自己冷静下来， 转移注
意力， 出去走走， 或者找好朋
友聊聊天， 排解一下心里的烦
恼， 等烦恼得到排解， 重新冷
静认知后， 会有豁然开朗的感
觉。 这个时候， 等你回过头来
再想 之前让自己心情郁闷的事 ，
就会感觉那些事都不叫个事，
为此发火伤害了最亲的人， 得
不偿失。
二是学会幽默 幽 默 是 生
活的调味品， 也是家庭成员
关系的润滑剂， 一个有着人
格魅力的人， 一定是个善用
幽默的人。 在争吵中如果双
方之中有一方能恰到好处地
幽默一下， 不仅能使紧张的
关系得到缓解， 还能 “化干
戈为玉帛”， 将冲突 “扼杀在
摇篮里”。 因为亲人之间争吵
都没有刻意伤害对方的意思，
不存在原则性的问题， 仅仅

失眠：抑郁症的典型症状
Tom 是一 位 很 敬 业 的 企 业 管 理 者 ， 6
年前， 因工作岗位调整， 他本来感觉可以
被提拔上去， 但最后却是一场空梦。 他是
一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人， 但对自己要
求很严格认真。 所以， 他就把所有不舒服
的情绪都压抑下去了。 不久他约定和朋友
去外地旅游， 可到了景点的当晚， 他却辗
转反侧， 怎么也睡不着， 于是就走出酒
店 ， 在景点古镇的街道上溜达了一晚上。
从那天起， 他就开始了失眠的噩梦。 每天
晚上一躺在床上， 毫无睡意， 同时有种身
心煎熬的恐惧、 焦虑甚至挫败。 越是睡不
着， 越想睡， 越想睡， 越焦虑。
像 Tom 这 样 的 人 不 在 少 数 ， 这 个 时
候焦虑和抑郁已经找上他了， 他却不自知
或不重视。 就这样一拖再拖， 导致病情恶
化。 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都
会有脆弱和崩溃的时候， 我们应该承认自
己的不完美， 勇于向外界求助， 当不能自
行调节时， 应积极寻求治疗。

那么抑郁症有哪些典型特征呢？

只是对方因为压力暂时情绪
失控， 忍一时的委屈， 事后
再耐心安抚， 常常能收到融
洽亲密关系的奇效。
再是先治标后治本 家 不
是讲理的场所， 作为丈夫的
大刘对妻子杨杨的 “坏脾气”
不要过分计较， 应想办法巧
妙化解家庭的紧张气氛， 用
爱和包容平复妻子的情绪。
当杨杨乱发脾气的时候， 大
刘不要针尖对麦芒， 而是先
选择沉默， 待杨杨发完脾气，
情绪渐趋稳定时， 大刘再晓
以利害， 循循善诱， 指出她
乱发脾气的危害， 让她认识
到自己的负面情绪已经伤害
到了她所爱的人。 但大刘一
定要记住， 不能任由妻子的
负面情绪发展下去， 如果发
现她有情绪失控迹象， 一定
要叫停， 切不可怕伤害到对
方， 一味地忍让。 如果一味
地忍让， 会使她的坏脾气越
发 地不可收拾。
要让杨杨从 “河东狮吼”
变回淑女， 就要提高杨杨对
情绪的自我调控能力。 大刘
首先要帮助她勇敢地面对生
活中的逆境， 学会笑对人生，
提高对生活的掌控能力。 当
她真正将事情看开了后， 就
不会为生活和工作上的不顺
而乱发脾气， 从而殃及自己
身边最亲的人了。 其次， 当
杨杨被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
大刘应帮助转移注意力， 不
要让她总是沉浸在负面情绪
中， 多理解、 多关心体贴。
久而久之， 在爱的滋润下，
杨杨的坏脾气便会不药而愈。

钱琦

抑郁症最典型的症状是失眠。 抑郁症
是一种心理疾病， 它是一种全身性的神经
综合征， 最开始患者可能感到乏力， 精神
不振， 像泄了气的皮球。 如果不积极就医
就会继续发展， 进入中度抑郁以后患者开
始失眠， 失眠的症状也很复杂， 有些是难
以入睡， 有些是早醒。 失眠是抑郁的典型
症状， 抑郁会导致失眠， 但是反过来失眠
也会加重抑郁， 所以会造成一个恶性循
环。 如果有超过两周以上的失眠， 就应该
积极寻求治疗。
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抑郁症的另
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随
着自己心情的失落， 就会导致各种兴趣的
丧失， 对任何人和事漠不关心。 抑郁症会
让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紊乱， 使人们
调节情绪的能力失调， 无论我们遇到再高
兴的事情， 再值得兴奋的事情， 大脑都会
失去兴趣， 甚至是对于自己的亲人和孩子
也会漠不关心， 最后患者的社会功能越来
越下降， 家庭责任感也慢慢消失。 失去了
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各种功能， 随之而来的
还是有各种躯体症状， 比如盗汗 、 恶 心 、
呕吐、 腹泻、 便秘等。

如果当你发现自己存在这两种情
况， 该怎么做？
第一、 抑郁症应该接受正规治疗。
像 Tom 这 种 情 况 ， 失 眠 时 间 很 长 了 ， 且
伴有典型的抑郁症状， 属于中度抑郁，
必须要接受抗抑郁治疗， 主要是以药物
治疗为主。
第二、 适当学习一些心理疗法。 在有
效抗抑郁的 同时也要结合一些心理 疗 法 。
抑郁症很容易复发， 大部分患者都与自己
的个性有一定关系， 比如爱斤斤计较， 特
别胆小甚微、 多愁善感……要改变自己这
些个性缺点， 可以通过认知疗法、 激励疗
法， 改变思考问题的态度和方式。
第三、 任何事不要太过 于 追 求 完 美 。
抑郁症患者 最致命特点就是太追求完美 。
欲望太多就会成了累赘， 追求太多就会成
了幻想， 因此要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 懂
得知足， 哪怕是一点一滴的满足， 都应该
感到高兴。 就拿挣钱来说， 今天赚了 200
元钱高兴， 明天赚了 100 元钱也高兴， 后
天赚了 1000 元钱， 同样高兴。
益阳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孔自来 张自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