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辞典

支持弱者效应 （也叫示弱
效应 |败犬效应） 指的是人们普
遍拥有对弱势的一方产生同情
和帮助的欲望， 甚至不求回报。

如何理解呢？ 就是善良本
能造就了人的同情心； 同情心
往往使人愿意去帮助那些不如
自己的人， 同情弱者、 帮助弱
者往往使自己非常有成就感 ；
人们在帮助弱者同时， 自我感
觉更好了， 好像自己变成了更
强大、 更有良心的人。

因此， 在日常的人际交往
过程中， 当你处于劣势时， 逞
强不如示弱。 示弱不是原则上
的妥协和屈服， 而是一种理智
的忍让与生存的智慧。 如果你
想得到某个人的好感， 以一个
弱者的心态向他请教。 让自己
显得不值一提 ， 没有攻击性 ，
别人就会对你敞开心扉。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 谭朝晖

为什么逢年过节就会食欲大增？

漫 言 漫 语

人生不要懊悔， 坐看云起，
静待花开， 最美的风景或许就
在下一个路口。

陈英远 （安徽） 画

心灵鸡汤
▲ 人， 不是遇见了谁才得

以幸福 ， 而是拥有了幸福的能
力 ， 去把所有的遇见转化为幸
福。

▲ 人生最值得的五大投资：
用运动投资健康， 用自律投资形
象， 用真心投资关系， 用学习投
资能力， 用善良投资人品。

山西 徐利华每逢佳节， 再自律的人也会
短暂地松懈片刻， “每逢佳节胖
三斤” “衣带渐紧终不悔” 便应
运而生。 那么， 为什么我们逢年
过节就会食欲大增？

平时为了工作， 我们起早贪
黑， 工作和生活中可能都充满压
力， 过年过节正好也是法定的放
松时刻， 家人团聚或者见见亲朋
好友， 在此时略微多吃一点， 享
受一下陪伴的愉悦， 也享受一下
食物的美好， 本身是一件挺美好
的事情。

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
题， 可能更多是对于那些平时有
体重控制行为的人， 对于他们而
言， 如何在美食触手可及， 而且
周围的人都在享用的时候， 管住
自己的嘴巴， 确实是一个重大的
挑战。

苛刻的节食计划意味着一个
人常常将自己处于一种饥饿的状
态中， 于是大脑里很可能就会经

常不自觉地去想这些食物， 因此
也就充满了对这些食物的渴望。

心理学上有一个基本的假
设， 即一个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
的， 当想要抑制获取食物冲动的
时候， 我们需要调动一些认知资
源。 平时可以忍住， 往往是因为
他们采用了一些策略， 让自己远
离被称为 “诱惑” 的食物。 但过
年过节提供了这么一个情境， 那
些平时想要远离的东西就在你身
边， 想要控制自己变得很难， 而
且这种情境又并不多， 毕竟不是
每天都是节假日。 因此个体也会
主动下调对自己的要求， 这两方
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人自然容
易吃得多。

和那些平常不节食的人相比，
节食的人可能会多吃更多。 因为
这时候的吃已经远远超过了平时
想要吃饱的想法， 还包含了对平
时没有吃饱、 吃好的补偿心理。

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员 王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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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如何与亲朋聊天， 下面
几点提示也许能帮到您。

一、 归乡的焦虑来源对亲情
的重视

这种感受， 来源于栩栩对亲
情和友情的重视， 往往越重视的
事件， 就越容易陷入焦虑， 对待
会面的结果有种淡淡的担心， 担
心这段亲情如何继续去维护。

短短三年， 身在异地， 不同
时空， 接受不同的地域文化， 伴
随着年纪的增长又加入了新的
集体， 有新的朋友陪伴自己成
长， 出现了不同阶段的朋友。 你
珍视以前的亲情， 还能保持着一
定的链接， 但这都是以前愉快记
忆储存着热气腾腾的能量。

二、 亲情是依恋关系的根源
有的时候我们的亲情如同

一棵大树， 从一个根部出发， 但
到一定的时候就开始分叉， 走向
不同的人生路径， 分化社会不同
角色。 但无论枝干怎么散开， 维
系我们的主干是不变的， 主干是
我们共同滋养的源泉。

在聚会聊天的时候， 不妨从
树的主干部分开始， 也就是童年
共同生活的片段， 从怀旧开始，

引发大家共同的回忆， 比如大家
记忆犹新的一件事， 或者一种美
食开始， 尽量关注到每个人的感
受， 给予抒发情感的机会。 有些
慢热型的朋友， 也可以询问一下
对方的看法或者感受， 让每个人
参与互动起来 ， 进入怀旧的情
景， 找到彼此间的链接。

三、 从怀旧时间轴开始破冰
虽然我们的身体渐行渐远，

但记忆仿佛就在身边。 怀旧会是
最放松的阶段， 大家都不设防，
参与度高， 更多是致敬那段美好
的时光。 然后， 可以按着时间轴
继续来破冰， 谈谈自己现在的情
景。 如果现在生活很好， 为避免
他人有压力， 可以先谈谈自己一
些有趣的事情或异地风情， 避免
先把自己光环化， 这样无形中把
自己抛出了圈外。 在讲述时觉察

大家情绪反馈， 聊天的主题是否
有公众性。 在聚会的时候也希望
听到别人近况， 倾听时要积极回
应， 如果现场陷入冷场， 可选用
参与度高， 能刺激大家味蕾的美
食作为公共话题进行破冰。

四、 聊天时满足每个人自我
同一性的需求

我们每个人在心理上与人沟
通时都希望自我同一性得到极大
满足， 这要贯穿到谈话时就得
了 解 对 方 的 需 要 、 情 感 的 支
持 、 能力的肯定 、 目标与价值
的畅享等 ， 如围绕这几方面有
的放矢聊天 ， 话题就像风筝的
线一样拉住 ， 忽高忽低 ， 忽远
忽近 ， 这样谈的内容会更加丰
实， 风趣生动。

浙江省杭州市工读学校
心理中心 曹大刚

聊聊聊天天天模模模式式式 ？ 一位男士在 “阳 ” 过后不久 ，
出现心慌胸闷气喘， 一阵一阵地发
作， 他以为是得了心肌炎， 当即到
医院检查， 结果检查都正常。 医生
给开了点护心的药， 也没有什么效
果， 还是时有发作。 最近一周又出
现失眠， 服用了安神的中药也没有
作用。 因而前来求助于我， 希望我
能通过催眠来改善睡眠， 减轻心脏
负担。

在详细了解病情之后， 我确定
他这种状况是人们称之为 “脑雾 ”
后遗症的一种表现----焦虑状态 。
在给予简单的放松催眠后， 这位男
士当即感觉轻松了许多。

所谓 “脑雾”， 是指 “阳” 后出
现一些与大脑功能相关的后遗症状，
如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下降 、 反
应迟缓、 睡眠差、 焦虑抑郁等。 当脑
雾症状以焦虑为主时， 不少病人会
出现以心肺功能方面为主要表现的
心慌、 心跳快、 胸闷气喘等， 酷似
心脏病发作。 这种以心肺功能为主
要表现的焦虑发作， 与真正有心脏
疾病发作最主要的区别是， 病人主
观感觉严重， 但客观检查没有相应
病变。 因此， “阳” 后出现心慌胸
闷气喘的病人， 如果检查没有相应
病变， 就要考虑是不是脑雾方面的
症状， 及时到心理专科就诊， 也许
会让你柳暗花明。

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杨司佼

“阳”过后心慌胸闷气喘
也许是脑雾的表现

浙江杭州 16 岁的高一学生栩栩因为疫情， 三年都没有回老家过春节
了， 很想老家的亲人和朋友， 这周父母抢到了回家的火车票， 他特别开
心。 电话约了表姐弟们和以前的同学聚聚， 虽然平时偶尔会有联系， 但
似乎分开好多年了。 当初他是小学六年级跟父母来的杭州， 大家这么长
时间没见， 好像共同的记忆还停留在小学阶段。 如果坐在一起会不会很
尬， 不知道聊什么？ 一想到这些， 栩栩就莫名地烦躁焦虑起来。

过年如何与亲朋开启

支持弱者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