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及支
付宝推出的红
包引发了全民
热。 大家都知
道抢红包发不
了财， 可为何
大家还这么热衷于抢红包呢？

从心理成本角度看， 抢红包付出
的成本很小，却有“以小博大”的可能
性。 只要摇一摇、戳屏幕，不付出一分
钱就可能抢到几元乃至数百元。 这就

很容易激活人们原始的动
机，引发从众行为，其中也不
乏不劳而获的想法在作怪。
但是，当心理成本提高时(比
如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钱 )，玩
这种游戏的人就会少很多。

抢、送红包是一种社交行为，也是
春节期间促进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的
传统活动， 更是一种寻求人际联结的
方式。 一抢一送之间，说明人们在社交
群体中需要存在感， 以及渴望交流的

内心愿望。
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

巴曾经推算人类社交能力的上限，能
稳定维持的关系不会超过 150 人。 但
是现实生活中， 多数人的联系人数目
可能早已超出这个数字。 这么多关系
如何维系？ 在网络时代，点赞、群发短
信等就成为捷径。 然而，除夕夜此起彼
伏的短信铃声， 各种抄来抄去的祝福
语，越来越缺乏真诚和温暖。 在任何时
候， 人类都渴望与他人产生更深层次
的联结， 抢红包活动正是对这样一种
深层次心理联结需要的满足 。

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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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正心弦

“我好羡慕别人家的妈妈”
专家：改善亲子关系有法则

本报记者 王燕

案例：
我妈从来都是负面激

励，不管你做了什么，只关注
减分项 。 我的英语考了 99
分，她说，你为什么“每次”都
差一点；数学考了 100 分，她
说， 还有那么多的人考 100
分，你有什么可高兴的；全年
级就我一个人考了 100 分 ，
她说， 又不是奥运金牌，你
啊，下一次就会掉链子。而我
朋友和他妈妈之间的亲子关
系让我好羡慕。 朋友考了 60
分，她说，这次考试肯定特别
难；朋友考了 59 分，她会说，
考得不错，我连 10 分都考不
了……所以， 我干什么事都
怕失败，畏手畏脚。我朋友是
那种想到什么就马上行动的
人，他认为，做不好也没事，
反正能从中间学到很多东
西，下次能做得更好。我好羡
慕别人家的妈妈啊……

案例中“我” 的妈妈是个完美型的妈
妈， 她很期待孩子表现得更优秀， 只是孩
子收到的感受却是不认可。 朋友即使起点
不高， 但他妈妈却能理解并鼓励他， 反而
让他有信心去面对问题。 很明显，“我” 对
妈妈有意见了， 这样的亲子关系是不利于
家庭教育的。

“好的亲子关系胜过一切教育”。 那么，
如何改善亲子关系呢？我在这里跟家长交流
四个改善亲子关系的法则。

一、 积极关注孩子的优点
做父母的总认为，孩子要有进步，我得

指出孩子的不足， 孩子才会有努力的方向。
而事实上，我们只指出不足，孩子虽然知道
了努力的方向， 可是孩子没有前进的力量。
积极关注孩子的优点和努力，得到认可的孩

子内心会更有力量。 有这样一对母子，妈妈
严肃地教训儿子：“你以为你想打 100 分就
可以打 100 分啊？ 我告诉你， 那是不可能
的！”儿子深深地低着头，谁都看不到他的表
情，但能估计得到他一定不会为 100 分而努
力。 但如果妈妈足够智慧，就会说：“你说过
想打 100 分， 我看到你最近上课更认真了，
作业也比以前有进步， 我相信你再努力一
点，100 分不难的。 ”

二、 学会看见孩子的情绪
当孩子遇到问题时，最需要的是有人能

理解孩子的情绪，而不是方法指导。 当孩子
的情绪被看见了，情绪平缓下来，就能冷静
理性地去思考问题了。这个就是心理学里说
的共情，共情的表达方式是：客观描述事件，
并说出孩子的感受。例如：“你付出了那么多

努力，没有得到想要的成绩，你很挫败。 ”
三、 温柔地坚持你的原则

当孩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不要用愤
怒去表达你的原则，最好的态度是“温柔地
坚持”。比如，可以平静地说：“你的情绪我理
解，但我必须坚持我的原则”；对年龄小点的
孩子可以说：“宝贝，我爱你，但是这样做不
可以。 ”

四、 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有了孩子后， 最好的状态就是， 我们

在彼此的世界里， 相互平衡， 相互成长。
父母的生活状态， 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我们的专注、 感恩……会无形中影响到孩
子的状态。 因此为人父母， 不要总说， 孩
子是我们的未来。 其实， 我们才是孩子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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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里两个年轻的女同事因为一
点小事闹了别扭，谁也不跟谁说话。

开年会时， 慧慧小声拜托我坐中
间，别让她俩坐一块。 我问她是不是打
算一辈子不来往，她说不是，但不知道
怎么开口。 我提醒她：“多大点事，发个
信息道个歉就得了。 ”慧慧说：“拉不下
脸来。 ”

我也像慧慧一样， 每当和别人产
生冲突，气早就消了，但却拉不下脸去
和好。 总之，道歉最难过的就是自己这
一关。

其实， 道歉是人际交往的一种策
略，无关自尊，无关懦弱，也无关性别。

我们之所以不愿意道歉， 并不是
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而是不愿意做那
个服软的人。 事实上，人越是表现得高

自尊，恰恰是越不自信的表现。
有个朋友上班时与一侧的车后视

镜蹭了一下， 原因是另一侧的公交车
司机临时变道。 隔着玻璃她也能感受
到隔壁男司机的破口大骂， 她深呼吸
一口气，摇下车窗时，司机还在喊叫，
她说：“对不起，我车技不好，希望没影
响您今天的心情。 ”

说罢， 男子摇摇手说：“算了算
了”，就赶紧开着车走了，她说，能感觉
到男司机面对道歉有些措手不及。 假
如这个朋友摇下车窗来跟对方理论，
姑且不说她会不会吃亏， 起码一天的
好心情没有了。

可见，道歉的人内心才更强大，更

自信。 一个人的优先道歉会让另一个
人停下来看自己没做好的地方。 而当
双方都僵持着不道歉时， 他们眼里全
是对方的不好。

道歉只是语言上的服软吗？ 不是
的。“对不起”并不是道歉的标配，道歉
是一种策略，最重要不是方式，而是态
度。 尤其夫妻之间，婚姻生活中难免会
出现磕绊， 并不是一定要谁说：“对不
起”，而是遇到问题时，能够制造台阶，
促进彼此缓和。

在《亲爱的客栈》里，刘涛和王珂
因为经营方式闹别扭， 王珂对她一顿
数落。 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不对，但
还是放不下面子去道歉。 所以，他就一
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刘涛面前， 一会
东摸摸西摸摸，一会假装找东西，虽然
谁都没有说话，但成功缓和了气氛。

其实，所谓道歉，不是非要语言上
承认谁对谁错， 不过就是给冲突一个
化解的机会。 说到底，道歉是高情商的
表现，而最受益的是自己。

微奢糖

寒假期间，或许你已经下了无数
次决心：明天一定要早起，但早上仍
然按了闹铃继续睡，醒来又后悔。 又
或许你心想：今天一定要开始写寒假
作业写策划方案，但拖拖拉拉地没有
完成，还是要等到假期最后一天晚上
才开始赶作业、赶方案……每天都沉
浸在“白天下定决心———晚上就是不
睡———早上对自己失望”这三者之间
徘徊。

时间在现代社会是一种紧俏的
稀缺资源，人们总想去“管理”时间，
但是时间真的是可被管理的吗？

个体对于时间的感知是怎么样
的？ 我们对于时间本身，存在三种形
式的感知：时序、时距和时间点
知觉三种。 其中时序知觉指
的是能够分辨事件发生的前
后顺序。 而时距又可细分为
空时距和实时距两类。 空时
距指一个事件的起止时
间， 而实时距指在某个
时间间隔内包含着一个
持续的事件。 时间点知觉也叫对时间的确
认。

在时间管理中，对于所要处理的事件可
以进行适当的整合和编排，让数量和性质比
较恰当。兴趣和情绪也会影响人们对时间的
主观体验。 人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会觉
得时间过得真快， 会出现对时间的估计不
足，相反，对于厌恶、无所谓的事情，会觉得
时间过得慢，出现对时间的高估。

为什么会有拖延症这样的顽疾呢？常常
就是因为让其产生拖延症的事件是不愿意
出现或者有一定厌恶情绪的， 出现时间高
估，就只能在截止日快马加鞭“赶方案”了。
如此，或许时间管理就可以手到擒来的。

林春丽

先道歉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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