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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萝叶：我男友A是高中
学历，做保险的，我俩已同居。
父母并不知道我恋爱一事，托
人给我介绍了B，他是研究生，
工作好，家庭条件也优越，我
有点动心，跟他偷偷地在来
往。我更倾向于A，可他的条
件无法与B相提并论，不知道
该选择谁？

艾乔：你简直是东食西宿
的翻版，而且对情感既贪心又
不严肃。A和B你都不应该选
择，他们若是知道你脚踏两只
船，都会看不起你的。你的端
正和善良才能吸引到优秀的
恋人，贪得无厌的小伎俩，只
能让你招惹祸端。

小蚂蚁：我男友是北京
人，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在京城
一步步地奋斗，可男友的父母
始终嫌弃我是外地人，当着我
的面直白地说，他们的儿子应
该找本地姑娘。男友对此不表
态，三年的感情，我看不到任
何希望，我现在犹豫是继续做
北漂，还是回老家工作？

艾乔：首先一定要以你的
事业发展为重心，来决定你的
走与留，因为独立的生存能力
才是你最坚固的靠山。其次，
你男友的不表态是一种对现
状的默认，最起码他多少也认
可了他父母的说法。最后，你
从小被父母当公主一样养大，
可不是被别人羞辱的，无论对
方是什么背景，你的自尊自爱
自强始终也是别人高不可攀
的。

旋风飞扬：我和女友同居
半年，感情一直很好。最近从
同事口中得知女友和前男友
曾有过一段同居史，我问女
友，她也承认了。我接受不了
女友的隐瞒，感觉她不诚实，
我纠结是否要和她分手？

艾乔：隐瞒有时也是善意
的，毕竟同居好说不好听，况
且她过去的事，说与不说是个
人的自由。请扪心自问，如果
你进入下一段恋情，会和对方
坦诚相告你的同居史吗？其
实，你更介意的是女友同居这
件事。是否分手，遵从自己的
内心，倘若对他人严苛、对自
己宽松，那你就太“小人”了。

萌宝妈妈：我33岁，离异，
带着8岁的儿子生活。同学给
我介绍了一个男友，相处不
错，他和我儿子也很投缘。不
过，我比较自卑，我俩同岁，但
他是未婚，从世俗的眼光看，
我俩是有悬殊的。这个月底，
男友的父母约我去他家吃饭，
我心里非常没底。

艾乔：人生无常世事难
料，离异不过是你的一段情感
经历罢了，不丢人，你更不必
为此自卑。幸福婚姻的着重点
是彼此人格上的平等，互敬互
爱的尊重，以及相同的三观。
带上你自信大方的气质、真诚
优秀的品格，去拜见未来的公
婆，相信自己足够好，定能配
得上美满的情感生活。

你更注重外界的评价还是拥有自
己的“内部记分卡”?

研究生即将毕业的小武非常纠
结 :小武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考
入省内一所名校经济专业就读本
科，大学期间小武喜欢主持、表演，
筹办戏剧社团，并在《雷雨》《茶馆》
中担纲重要角色。小武很享受舞台，
准备大学毕业后去当地话剧团工
作。小武的妈妈却坚持让小武继续
读研，研究生毕业去银行工作，这对一
个男孩子来说才是“正路”。于是，小武
就走上了“正路”。现在即将研究生毕
业的小武却感觉越来越不快乐，对毕
业后去银行工作非常抵触。

从外部评价看，周围很多亲戚朋
友都认同小武妈妈的观点，认为去银
行工作对一个男孩来说更靠谱，更有

“钱途”；但是从内部感觉来说，艺术与
舞台才能激发小武工作的热情和动
力。尽管知道自己更热爱艺术，但是小
武还缺乏坚持内部主张的勇气。

一个人使用“内部记分卡”还是

“外部记分卡”，主要取决于年幼时候
父母的关注焦点。如果父母忽视、抹杀
儿童真实的感受，重视的是外界如何
评价，那么，儿童更有可能经常使用

“外部记分卡”。
股神巴菲特是一个典型的坚持

“内部记分卡”的人。巴菲特曾说过这
么一段话：西斯廷教堂坐落在那里，我
在远处作画。人们说：“哇，那幅画真是
好看极了！”这个时候，我喜欢我的画；
如果有人说：“为什么你不多用点红色
代替蓝色？”拜托，这是我的画，我不在
乎别人的评价。

更多地使用“外部记分卡”的人，
是自我价值感不足的人，是不能信任
自己的感受和判断的人,可以用以下三
个方法加以改善。

言出必行、言出必准。自己答应
别人的事，一定完成，答应自己的事
也一样对待；语言要真切传达出内
心的情绪感受，感到不好意思，便说

“对不起”，不愿答应，便老实说“我
不愿意”；身心合一，才能与所处环

境中的人、事、物产生最真诚的关系，
这样就不会因为心口不一，表面与内
心互相冲突而自我消耗。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如何区分什
么事“不为”，什么事“必为”呢？一是要
有“建设性”，就是所做的事情能够产
生累积的正面效果，对自己或他人的
成长、学习和未来的成功快乐有益。

“量力而为”就是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实
际能力去决定做什么、做多少。虽然每
次比上次的目标高一点会让自己进步
和成长，但是也不要做过分超出自己
能力范围的事情。这才是爱护自己、尊
重自己、对自己诚实的表现。

接受自己、肯定自己。接受自己就是
不要否定自己。一个否定自己的人，会产
生非常严重的无力感，因为人的大部分
力量，就隐含在那个被否定的“我”里面；

“我”是个人发展成长的平台和基础，不
接受这个“我”的话，就等于不接受个人
发展成长的平台和基础，所以，必须肯定
自己的能力，肯定做得好的部分，坚信每
天都能有所进步。

有话问艾乔
生活烦恼 犀利速答

邮件发至：aiqiao3209@qq.com

这个世界
还会好吗

每每有负面消息流传，朋
友圈里就会被担忧的情绪弥
漫，许多人转发这些消息的时
候，往往会跟着这样一个问句，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伤疤是移不走的，可是，我们

真的就此要怀疑、否定整个世界
吗？就像之前的每一次，听到有老
人碰瓷，从此不再搀扶帮助老人
们；听到女子酒店遇害，就不再相
信任何陌生人……适当的警觉是
必须的，可是过度的冷漠，势必会
造成另一种伤害。

就在前几天，我看到大家
又纷纷转发一个被誉为“年度
最走心”的广告短片，题目就叫

《这世界没那么糟，有人在偷偷
爱着你》。它先带你去感受世界
的冰冷和无奈，甚至在人性冷
漠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能是
潜在的凶手和受害者。可是，在
最后时刻，不管陷入了怎样艰
难的困境，都会有不期而遇的
温暖悄悄降临。

在二者之间，我们可以清
晰地看到，某一事件背后的归
因方式，恰好呈现了这个人内
心深层的信念系统，比如，你是
以善为基调推测别人的动机还
是相反？你是外归因，把所有的
结果都推到外部的不可抗逆因
素上，原生家庭不好、教育不
好、社会环境不好？还是透过某
种结果的发生，去审视自己作
为一段经验的创造者或体验者
应该承担的责任？

正如著名心理专家黄启团
所说，也许这个世界有很多人
和事会让你失望，但千万不要
自己令自己失望，也许社会很
残酷，但我们仍然可以活得有
温度。仅仅是换一个心理视角
而已，它让我们和现实世界来
了一次温暖的释怀。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当你
在追问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妨
在心底问问自己，“你好吗？你好，
这个世界就会好！”

乐观者永远相信
世界没那么糟

之前，看过一则新闻，杭州
某13岁学生因为玩《王者荣耀》
被父亲教训后跳楼，引发了网
友激烈的讨论。不少人因此把

《王者荣耀》批评为精神鸦片，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王者荣

耀》仅仅是一款容易玩上瘾的
游戏而已。我们到底会不会被
它牵着鼻子走？归根到底在于
你内心的自我控制能力。

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能
力让世界换一个面孔出现，我
们却依然还有选择回应的权
力，是愤怒与痛苦？还是麻木与
绝望？是复仇与惩罚？或者，治
愈与重建？这些选择权，都在我
们的内心。

事实上，美国积极心理学
之父赛利格曼，通过大量的研
究也发现，那些活得开心幸福
的人和那些活得痛苦的人，他
们的思维模式有着有趣的区
别，赛利格曼把这两种人称为

“乐观者”和“悲观者”，具体来
说：

1、时间框架上的不同：对于
不如意的事情，乐观者会认为这
是暂时性的；而悲观者则认为是
长期的，甚至永久的。对于生活或
工作上的好事，则刚好相反，乐观
者会认为是长远的，而悲观者总
认为那是暂时的。

2、独特性与普遍性的区别：
对于困难，乐观者会认为这只
是个别事件；而悲观者则解读
为这是他人生的常态；对于那
些好事，乐观者认为这是普遍
性的；而悲观者，则以为那只是
个别特例。

3、行为与特质的区别：对于
取得的成就，乐观者会把成功
归于自己的特质，因为自己有
能力，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成就；
而悲观者认为这个成就只是某
个行为做对了取得的，跟自己
的才华没有关系。而对于所犯
的错误刚好相反，乐观者会认
为只是自己的某个行为造成
的，只要改正了这个行为，下次
一定会做得更好；而悲观者却
认为，是自己能力不够，是人的
问题，才导致这样的错误。

回到开头的话题，那些悲观
者从负面新闻里，获得的是满满
的怨气和对整个社会的失望，进
而转为泄愤和攻击，在他们眼里，
整个世界都不好了；与之相反，乐
观者却在第一时间注意到了，相
关部门已经在紧急行动，并在全
国范围开展督导检查。

那么，我们这些普普通通
的人，面对负面消息流传时，我
们能做什么呢？我的答案是，从
你最擅长的地方入手，尽可能
地为这个社会传递正能量，而
不是相反，这是让这个世界变
得更好的最有效的办法，没有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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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幸福是人生的目标，但是，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我们
却常存误解。本专栏将以国内外幸福心理学的最新研究和实际案例为依
据,与大家一起解读幸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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