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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多情
让我处处尴尬不已

A10 青未了·心理

口述：杰 克 记录：舒 平
□张玉娟

有位著名的雕刻家说过，雕
刻就是把不需要的部分去掉的一
种艺术。交朋友也一样，要识别出
哪些人不可交，才能构建完美人
生。

1 .爱随口一说的人。有人不
懂得保护别人的隐私，看到听到
什么，就随口一说，不顾可能发生
的后果。也有人故意把刺探到的
隐私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显得
自己有能耐，抬高身价。还有人喜
欢传闲话给你，但能把别人的话
传给你，就能把你的事传给别人。
他们心里藏不住东西，会把你需
要保密的信息说出去。

2 .表面吹捧你的人。这种人
可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
着你的面可以把你吹上天，背着
你或许会把你说得一钱不值。

3 .缺乏常规礼节的人。适当
的客套、得体的礼节在交往中必
不可少。但有人缺乏这样的礼节，
往往会给自己惹上麻烦，甚至连
累朋友。

4 .游离于团队之外的人。有
人在团队中格格不入。别人努力
工作时，他在悠闲地玩手机。分给
他任务，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质
疑：“我不是你们中的一员。”即使
与他们做朋友，也会很累，难以步
调一致。

5 .私心太重的人。每个人或
多或少都有点小私心，但明事理
的人不可能不顾脸面地为自己牟
私利。那些只考虑自己的人，最易
伤害到和他比较熟悉、比较亲近
的人，他们甚至不惜背叛朋友来
满足自己的欲望。

6 .鸡蛋里挑骨头的人。有的
人看什么都不顺眼，看别人老是
处处有问题。他们总能在完美的
事物中发现不完美。与他们相处
久了，难免被其负面情绪所影响。

有些人
不值得交往

人际高手

□安 伟

据美国“心理科学中心”网站
11 月 26 日报道，以色列特拉维
夫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反复遭遇
消极事件，心情反而会没那么糟
糕。也就是说，一些消极事件反而
让人更坚强。

心情不好时，人的反应能力
往往会下降。研究者利用这一原
理，采用实验心理学中最著名的
工具“斯特鲁普任务”进行实验：
先给出一些带有情感色彩的词
语，如“恐怖主义”，让受试者的情
绪变差。随后给受试者出示一些
写有表示颜色的词的看板，但印
刷每个词的颜料与词义不对应，
如“红色”一词可能用绿色颜料印
刷。受试者被要求说出词语的印
刷颜色。结果发现，首次出现消极
词语时，受试者的出错率更高，反
应速度更慢。但相同的消极词语
再次出现时，受试者的反应速度
恢复正常。这项实验说明，在生活
中接触到负面消息后不妨全盘接
受，坏情绪可能消失得更快。

坏消息也能
带来好心情

敏感多疑、自作多情的人
往往性格偏内向，内向性格的
成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遗传，
二是成长环境的影响。如果父
母都内向，子女内向的几率高
达70%；父母一方偏内向，子女
偏内向的几率近50%。家庭生
活中，性格内向的父母会对孩
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性格
内向的父母一般不善与孩子沟
通，经常是用冷酷、尖酸、刻薄
的语言和态度对待孩子。孩子
长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成
长，即便本来生性阳光也会变
得性格内向、自卑孤僻。

内向性格一旦形成是很难
改变的，而且它有两个主要心
理特征：一是敏感多疑，二是自
作多情。因为内向的人不善与
人沟通，很多想法只存在于个
人内心，是否与客观环境相符，
内向的人是无法进行客观判断
的，他们看待事物尤其是与人

交往，多半靠臆断，尽管在他们
自己看来他们的看法非常真实

“客观”，但毕竟那只是他们自
己的认识而已，和现实状况往
往大相径庭，所以在外人看来
他们是敏感多疑的，只是他们
自己意识不到而已。为什么内
向的人好自作多情呢？那是自
我满足的需要。众所周知，人有
多种欲望需要满足，除了衣食
住行、七情六欲，还有被尊重、
被理解、被关怀、被喜欢、被爱
的基本欲望和需求，外向的人
会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实现这
些欲望，满足这些需求，但内向
的人因不善与人沟通而无法获
得这些满足，他们的这些欲望
一点不比外向的人少，怎么来
满足这些需求呢？他们会通过
另一种臆断来实现，那就是自
作多情。

一般来讲过于内向的人不
擅长创业，因为做事情首先是

跟人打交道，连人际交往都不
擅长，怎么可能做成事做好事
呢？内向的人适合一个人的工
作，比如写作、搞设计、搞科研
等等，科研成果丰硕的科学家
没几个性格外向的，而性格太
外向的人也没几个能稳住脚搞
科研的。

杰克无疑属于性格内向的
人，让杰克这种人搞实业无疑
是赶鸭子上架，有点强人所难
了。杰克的问题不仅是性格内
向，从敏感程度上来看已经构
成了心理障碍(酒桌上经常误
认为别人有意攻击自己和对异
性有超常的幻想)，建议杰克到
专业的精神卫生机构做些相关
的检查，排除疑似精神分裂的
可能。有些精神疾患在不发作
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有正常
的社会行为和功能，只是很多
怪异的想法装在他们的脑海
里，他们不说出来别人无从知

晓罢了。如果专业检查排除了
杰克疑似精神分裂的问题，那
就属于心理问题的范畴了，可
以通过心理咨询的方法加以解
决，比如认知疗法、行为疗法等
等都可以有针对性地治疗敏感
多疑、自作多情等心理问题。

人的心理健康是分等级
的，即便是心理相对健康的人
也会有不健康的时候，但对于
长期存在着的“看似并不严重”
的心理问题是要引起重视的，
像杰克这类问题就不能掉以轻
心，有可能会带来隐患。关键是
要善于鉴别自己的心理健康程
度，心境相对低落的人(内向)

一般心理健康程度偏低，整天
充满阳光快乐无比的人(外向)

心理健康指数一般较高，即便
有些困惑也是暂时的，像杰克
这类内向的人要尽量与人沟
通，适时寻求心理帮助是非常
必要的。

性格内向的人多疑虑多敏感
□宋家玉 （婚姻情感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专家援助

以色列最新研究发现

过分吹捧 不太合群 喜欢挑刺

又临近年终了，生意上和私
人间需要交往的事情特别多，压
力也特别大，所以我老想找一个
人在心理上辅导一下。

我是做建筑行业的，外行
人看热闹，都觉得我腰缠万
贯，生意红火。早些年，我的自
我感觉也很良好，房子盖了一
栋又一栋，车子买了一辆又一
辆，老婆一下给我生了两个儿
子，这人生还有什么不如意的
事啊？可是，这两年，也不知道
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整个人
就变得特别爱神经过敏，人家
说一句话，我
要琢磨一宿，
总怕别人把我
当傻子。慢慢
地，我就不愿
意 跟 人 接 触
了，自己都觉
得累。可是，不
接触不行啊，
干我们这一行
的，不和人打
交道，你喝西
北风去啊？我
老婆对我最了
解了，她一看
我状态不对，
就让我去看医
生。当时医生
的说法就是内
分泌失调，导
致神经紧张。
后来，开了许
多药，吃着吃
着，内分泌也

好了，但这个心态就是转不过
来，还是老觉得哪儿有问题。

一年前，经朋友引荐，我
认识了一位佛界师傅，这人挺
神的，说什么是什么，我心里
的毛病好像突然给治好了。真
的，很玄，不知道怎么来的，也
不知道怎么就消失了。我又可
以甩开膀子做事了，忙完了，
也像以前一样和朋友们吃喝
玩乐，挺畅快的。可是，前段时
间，那和尚师傅出去云游去
了，我的毛病又犯了，而且更
厉害。这么说吧，一个桌上吃

饭，男人嘛骂骂咧咧的，都很
正常，但我老觉得对方在指桑
骂槐地责骂我。我忍了一次两
次，没忍住，就和人吵起来，人
家都觉得莫名其妙，交情好的
一再跟我解释，交情一般的人
家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神经
病！接连发生两回，有些应酬
的场合，我就不愿意去了。

但到了年底，事情特别
多，有些事情你根本避不开，
所以，我特别苦恼。光是这些
烦恼，我还能接受，顶多人家
说我仗着有几个臭钱，脾气太

坏。但我内心其实还有一
些说不出的苦衷，那就是
我对女人的幻想，甚至到
了自作多情的地步。公司
里的女秘书长得太漂亮，
我就老想看人家，那眼神
搞不好就是色眯眯的，怕
引起误会，我干脆重新换
一个男秘书。还有一些女
员工，稍微有几分姿色，
说话嗲一点，我就怀疑人
家想投怀送抱，搞得自己
特别紧张。

不但是女秘书、女员
工，就连周围邻居，谁家
里有个小媳妇，见面笑
笑，打个招呼，我都没法
正常交流，心里就老胡思
乱想，觉得人家好像对自
己挺有意思的。原来还能
轻松开个玩笑，说一两句
话，现在看见楼道里有女
同志，我的手心都出汗，
就怕自己干出什么道德

败坏的事来。有些场合，女同
志多，我也躲着不敢去，包括
亲戚朋友间窜窜门什么的，也
尽量回避。这事，我老婆都知
道，我还真不是那种乱搞男女
关系的人，但一看见漂亮女人
就是控制不住自作多情，老是
想入非非，觉得人家对自己有
好感，这不是太没出息了吗？
也太尴尬了。生意场上，长得
漂亮的女人多的是，我不能就
整天缩在办公室里不见人吧？

前些天，我又去医院，医
生开了些药，吃了药好一点，
但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毛病还
搁那儿呢。我有几个非常好的
朋友，就约着我一起去南方散
散心，从坐上飞机起，我的眼
睛就老是在空姐身上打转，觉
得人家身材真不错，脸蛋也标
致，想着想着，又浑身紧张，手
心冒汗了。你说，我这样下去
还有救吗？结果去了一趟南
方，回来后，我就跟大病了一
场似的，失魂落魄的，老自作
多情地把那几天在南方碰到
的女人的一点“好意”当做“爱
意”，一会儿觉得这个女人对
我含情脉脉的，一会儿觉得那
个女人对我暗送秋波。

这两天，我还到处找那位
云游的和尚，巴望着他能给我
开导开导，什么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听着人心里能平静一
些。可是，也怪了，怎么找也找
不到那个和尚。我老婆就劝我
找心理医生咨询一下，我这到
底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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