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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我不配
我不配”
”
到
“我很好
我很好”
”
□ 李丹萍

有这样一群人，面对夸赞和已经取
得的成就，他们总是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犹如小孩子偷穿了妈妈的衣服，好似一
个冒充者。
那么，他们为什么无法大方承认自
己的优秀？从“我不配”到“我很好”，还
有多远的路要走？
从小到大，李丽一直都是“别人家的
孩子”：考试年级第一“常驻选手”，
“985”
硕士，某大型互联网公司优秀员工。赞
美、夸奖早已成为她生活中的常见品，但
李丽至今仍无法适应。上周，李丽撰写
了一篇宣传稿。
“ 你文笔也太好了吧！”
“要拜你为师！”文章完成后，同事们的夸
奖程度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
“那是个模
版化的东西，
谁写都这样。
”
关于“我不配”，有人认为，这是一个
嵌入脑海中的警钟，可以时刻鞭策自己，
不要安于现状；而有的人觉得，它犹如一
朵压抑的乌云，时刻散播着负能量，让人

看不清方向。
在很多人眼里，从事秘书工作的王
智渊堪称领导面前的“红人”：大到谈业
务、见客户，小到吃饭、聊家长里短，领导
身边总有王智渊的身影。但他自己却认
为，完美主义倾向是让他时常陷入自我
怀疑的重要因素。今年年初，公司召开
年度大会，王智渊被委任全权负责会议
筹备。会议很顺利，领导与同事都对他
大加赞赏，可他自己并不这么想，
“ 会场
温度有点高，麦克风声音有点小了”。为
此，
他十分自责。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李慧中表示，总
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和自恋的人一样，
他和外界的评价处于阻断的状态。外部
的评价无法影响他对自己的看法，但究
其根本是内心缺少自我评价标准。她
说，一个人只有能够感知到，从而在这些
有评价意义的维度上去努力，才会对自
己有积极的评价。

心课堂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林
培珺认为，有的人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实则是自恋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人在
原生家庭中，早年母婴关系的受挫，是成
因之一。
“每一个抑郁和自我批判的自恋
者背后通常隐藏着夸大的自己。所有自
恋者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内心的恐惧、羞
愧以及虚弱和自卑。
”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抚养者如
果对他的引导和教育方式多半是挑剔
的，这个人就倾向经常反思，很难肯定自
己。”她说，但是如果家庭对孩子的教育，
只有盲目的夸赞，这个孩子由此建立起
来的自信，
也并非真正的自信。
然而，并非全部有“我不配”感觉的
人都是自恋型人格，有的人则是因为不
自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教师罗
翔说，人要接受自己的有限性。
“ 我们只
能做我们觉得对的事情，然后接受它的

事与愿违。
”
对此李慧中很认同，
“我们要把关注
点放在自己身上，不要过度关注别人的
评价，要回归体验。”李慧中鼓励学生参
加社团，
“体验能帮助人建立自我评价的
标准和内涵。
”
林培珺表示，寻求睿智的朋友或专
业人士（例如心理医生）的帮助，有利于
建立客观正确的自我认知。
对于家庭教育，林培珺建议，家长不
可 对 孩 子 一 味 地 批 评 ，也 不 可 盲 目 夸
赞。具体的夸奖对孩子有引导作用，有
助于孩子在心中建立评判优秀的标准。
“虽然考得不理想，但是你比上次进步了
10 分！”
“ 你现在每天比以前看书更专注
了，这是进步呀！”让语言落地，孩子就会
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归因﹄不如﹃理解﹄

抢购囤积为哪般

阿诺

“简单归因”是指，把
显现出的“问题”，视为某
一个特定行为或者某单
一现象的结果。
内心的恐慌，不只是表现为害怕情
“简单归因”现象并
绪，还有其他表现。抢购、囤货便是恐
□
不陌生，比如：孩子学习
慌表现之一。
成 绩 不 好 ，常 归 因 为 贪
恐慌，
来源于不确定：
不确定造成不
玩；中学生成绩下降，多
安全感，恐慌便由此弥漫；恐慌，来源于
半是谈了恋爱；孩子沉迷
无知：
对事件的过度关注，
尤其是满天飞
网络，就去指责游戏开发
的信息，
真假难辨，
更加重内心的恐慌。
商，认为是游戏给了孩子
抢购、囤货，也是一种人们常见的
沉迷于网络的机会，并由
此声讨游戏厂商毁掉了
下一代……
知心屋
“简单归因”往往可以让问题看
上去显得可控。一个孩子学习不好
或者不爱学习，如能归因为“贪玩”，
那么家长似乎只需要禁绝其玩耍，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遇
就可以有效提高学习成绩了。家长
到问题时，
并不想告诉父母获得帮助。
因而获得了某种掌控感，不必在复
我的一名来访者，就是如此。她和我
杂的家庭情境或学校环境里，面对
诉说了她在生活与学习中遭遇的双重困
纷繁的多种可能性，当然也就不至
境。
于陷入一筹莫展了。
“ 简单归因”还
“这些事你父母知道吗？”听到我的问
有利于“回避责任”，针对沉迷于电
题，她的情绪一下子从难过变成了警惕和
视或游戏的孩子，专注于指责孩子
慌张，连忙说：
“不不不！这事绝不能让他
的失当行为时，不免有意无意地回
们知道！”
避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应该承担的
为什么有的人，会如此害怕被父母关
责任。
心呢？她分享了小学时的一个细节——
然而，从家庭治疗的角度，我们
有天她数学考了全班第一，放学回家，拿
会选择“理解行为”，采用另一种视
角去看待“问题”：孩子沉迷于网络， 着试卷给爸妈看。
这时，她说了一句：
“同桌成绩没有及
在虚拟空间里获得自我价值感、成
格。”听到这句话后，爸妈的笑容消失了，
就感、快乐感，是虚拟世界里的真实
然后一脸担忧地叮嘱她：
“你要少和她玩，
体验，才真正促使孩子沉迷其中；并
不要被她带坏了，
影响成绩。
”
由此推想，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相应
在她的成长历程中，
常常听到类似的
领域里，是否常常体验挫败，才“不
“这个岁数了，还嫁不出去可怎么
得不”在另一个空间追求基本的心 “关心”：
办！
“
”小区有一对小夫妻吵架闹离婚了，
你
理满足。
和你老公一定要好好过日子。”
“现在找工
做到“理解行为”，需要教师和
你可千万别把自己的饭碗搞丢了！
”
家长学习交流技巧，端正对话态度， 作难，
这些话单独拎出来看，
好像每一句都
和孩子耐心沟通，陪伴着孩子一道
是为人父母再正常不过的关心，但试着把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树洞

□ 何燕玲

从众行为。从众可以给人安全感。从
众，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
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
符合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
心理学研究表明，大多数个体受到群体
的影响（引导或施加的压力）时，会怀疑
并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朝着
与群体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也
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随大流”。所以
从众是一种普遍现象，别人有的我也要

有，
别人买了我也要购买。
如何避免盲目从众的抢购囤积心
理呢？恐慌源于不确定、无知，缺乏自
信，可以针对性地补充和加强；学习相
关知识，从无知到了然于胸，从而减轻
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适度了解信息，
学会甄别客观的、官方的、科学的信息，
与正确的消息；学习独立思考，独立判
断，而不是简单地从众求安全，人云亦
云，
人行我随。

为何“害怕”父母的关心
□ 和小畏

这些话反复读几遍，就能体会到藏在话语
背后的焦虑情绪，让人听了有种说不出来
的难受。
“传递焦虑”式的关心，表面上是在关
心对方，但实际上关注的却是自己的感
受。心理学上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话：问
题，是解决出来的。这可能与大家的常识
相违背，我们一般遇到问题，第一反应是
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但如果一个人过度
担心问题发生，那么就容易越来越忧虑，
应对能力也会不断下降，导致更多问题爆
发。
如果，你也被父母的焦虑绑架，深感
痛苦，无所适从，在这里，我想给你提供两
点建议：
把焦虑还给父母。比如在上述来访
者的故事中，当爸妈再担心她的生活出现
各种状况时，她可以这样去回应：
“ 对呀，
你们说的这些事情确实可能会发生，人生
就是这样子的。
”
这样说完，父母通常会难受，不过没
有关系，允许他们与这种糟糕的感觉呆一
会，
从而培养他们与焦虑共处的能力。
用现实向父母说明：天不会塌下来。

等父母已经和焦虑相处一段时间后，再用
事实向他们说明——即使某次考试考砸
了、丢了工作、或是和爱人吵架了，人生也
不会就此完蛋。
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次航行，父母焦
虑式的关心，就如同害怕孩子从船上掉下
去。这时，孩子要做的并不是让父母相信
自己永远不会落水，而是要让父母看到，
即使掉下去，
也能够游泳爬回船上。
而对于这类父母，我建议他们这样
做：认真地去看孩子是如何面对困境的，
而不是盯着他们人生中不完美的地方。
因为只有去看这些，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
身上所焕发出来的力量，才能发自内心地
对他们产生信心。
每一代人都注定要面对自己在这个
时代里的独特困境。
作为父母，应发自内心地对自己的孩
子说出这样的话：
“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未
来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也明白，你的未
来一定会出现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的困
难，即使迷茫、挣扎、停滞、一时没有答案
也不要紧。我知道，你最终一定能够以你
的方式，
度过去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