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社长，在心里总是这么定义社团的：一堆兴趣爱好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

彼此玩得开心就好，当然最好还玩的有意义。

因此，也希望在这个社团里给大家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把社团作为一个

“家”一样，能够无拘无束地参与进来，也希望心友们能在组织活动或者参与活

动后都得到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希望在“心灵之友”这个大家庭里，大家都能变

成一群互相关心和友爱的可爱的人儿，充满信心与斗志把社团建设的更好，信任

自己的“战友”，并付出自己的诚心。坚信无论怎么样的境遇，都能寻找到自己

的闪光点。通过做活动，让大家尝试一起遇见未知的自己的感受，同时也给自己

的心灵带来正能量。

这个家既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舞台，更是一种文化；既是人与人之间充满

博爱的包容，也是心与心之间相互共鸣的理解，更是所有置身其中的人一起共事

一起承担的信任。希望它慢慢的成为了让一个真正的心友人永驻心间的精神乐

园。让成员紧密相连，规划着闪耀的蓝图，传承着共同的梦想，克服困难，直面

人生，带着感恩与欣喜体会每一天的快乐，收获每一步的成长。回首过去，放眼

未来，绽放光彩，并一起迎接崭新而璀璨的明天。

“心灵之友”社长——解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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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海子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前程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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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心理短剧，感悟心灵情绪

——社团展开心理小短剧排演

为了使社团成员对心灵情绪有更深刻的领悟，心灵之友社团于 11月 5日下
午三点开展了心灵短剧的排演活动。

首先将同学们分成三组，每组派代表抽取心理短剧的排演题目。然后每组成

员有十分钟的准备时间，自编场景，完成对所抽题目的演绎。所设置的题目是对

生活中常见八大情绪的表演，分别为伤心、无聊、痛苦、无助、无奈、沮丧、失

望和纠结。排练好后，各组依次像大家表演自己组所抽到的情绪，由剩余两组的

成员来猜。最终选出演绎最成功的一组，为他们颁发了奖品。

此次活动在活策部的组织与同学们的积极配合下顺利圆满的完成了。通过这

次活动，使同学们对生活中的一些情绪有了更生动的认识，也帮助大家，能够成

为自己情绪的主人。

任思凡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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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心理活动，增长心理知识

———社团开展关于观察力的心理实验

为了让社员们能在轻松愉快的游戏氛围中学习到有用的心理知识，开阔社员

们的眼界。心灵之友社团于 11月 12日下午三点开展了关于人的注意力的心理实

验。

社长首先找了一位志愿者来当模

特，在大家观察她 15秒之后，将志愿

者请到室外。然后请大家纷纷说出该

志愿者的一些特征，至少八条，可以

包括她的外貌，衣着打扮，以及给人

的第一印象等。在大家描述完该志愿

者的特征后，再请出志愿者一一核对

白板上的内容。

第二个活动是让大家先站起观察

身边的社员几秒钟之后背过身去，描

述其中一名社员的特征，但不可以说

出是谁。之后其他社员感觉在说的是

自己就选择坐下。在描述完之后核对

答案。

最后社长向大家介绍人的注意力分指向、集中、以及分散三个阶段。由于人

搜集信息的能力有限，再优秀的大脑在这一过程中也会遗漏或丢失部分信息。

活动社员们不但参与了有趣的实验中，还从中收获了知识。大家可以讲这一知识

运用到学习中，即在记忆时要加强反复练习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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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累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歇会儿吧……）；时间嘛...仍然还有不少（歇会儿吧

歇会儿吧歇会儿吧……）”这种想法会不会时常在你脑中出现呢？如果是的话，不妨阅读

以下内容。

我们身边的拖延症

（来自百度百科）

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

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当我们讨论拖延症

时，其实经常是在讨论两种不同的东西：作为心理问题的拖延症

和作为社会现象的拖延症。拖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一项调

查显示大约 75%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有时拖延，50%认为自己一直拖

延。严重的拖延症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带来消极影响，如出现强

烈的自责情绪、负罪感，不断的自我否定、贬低，并伴有焦虑症、

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一旦出现这种状态，需要引起重视。

从广义的层面来讲，拖延现象的成因既可以是无穷尽

的，但也可以只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只是个人选择而

已——每时每刻，面临辛苦的选项与逃避的选项时，倾向于

选择更安逸的那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就成了拖延。

http://baike.baidu.com/view/692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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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是因焦虑而引起的拖延，这些任务通常是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不得不完成的，

繁杂或困难的，不知道从何入手的，挑战自己能力的。——当然这些也因人而异……就像收

拾房间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说是简单劳动，而我这辈子都无法轻易完成。总之对某个特定的人

而言，某一类任务就会自动引发「任务——焦虑」的反射联结，这就构成了拖延的第一步。

另一种情况是因愤怒而引起的拖延，过程类似，只不过任务会触发出不满的感受（比如这

件事根本不是我想做的，我只是不得不答应下来），抑郁引发的也差不多。

被任务引发负性的情绪体验，这种情 绪往往会带来心理的（甚

至躯体的）痛苦，躲还是不躲，就成了一

个两难选择。就跟革命前辈面临严刑拷打

时，招或不招的心路历程一样。——熬

住了，你就是英雄。而做不成英雄的，

最后选择踢开这种痛苦，扭过头暂时不看这

些焦虑源。好了，焦虑（或者愤怒/挫败/沮丧/内疚/羞耻）瞬间就没了，这

在心理学中叫强化，并且是威力最强的即时强化。如果你接下来开始看漫画打游戏，那强化

的作用就更强。总之，强化会导致你的行为继续维持，下次面临痛苦的时候，你多半还是会

选择逃避，因为你觉得这样爽——什么？你说你在爽完了之后其实很后悔，很自责，内心经

历了比爽痛苦一百倍的自我惩罚？但是没办法啊，你的惩罚并不是即时发生的，跟即时强化

没法抗衡，行为的结果跟行为之间间隔时间越长，效力

就越差。

所以你每做出一次拖延的选择，你受到的“奖赏”

会让你暂时忘记今后的代价。

拖延症的主要形成原因概括为下面几个方面：

1 环境方面,比如任务的合理性、薪酬、包括大众文

化的影响等等，

2 个人方面,比如缺乏情绪管理的技巧，不太能忍受

某种情绪——焦虑，愤怒，沮丧，羞耻——于是没法接受在伴随这种情绪的状态下工作。

3 完美主义特质，过高的自我要求，这会导致原本普通的任务也会唤起强烈的焦虑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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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格模式，如果一个人始

终当好好先生，内心里却敢怒

而不敢言，形成了一种人格模

式（称为被动攻击型人格），

那拖延将会成为他发泄愤怒的

一道出口；另一个老好人从来

不会拒绝别人的要求，于是他

把各种任务堆积如山，一筹莫

展。最后，抑郁和精神上的创

伤也会导致注意力难以集中，

降 低 工 作 效 率 。

很多学生在学习时满脑子

都有一些像海妖塞壬的歌声的

想法，一旦听见就无法自拔。

它们的主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

括：「我以后/明天再干会更

好」。大抵如此。每一种声音，

都会使你面对任务时更痛苦，

逃离任务时更心安理得。

文章来自知乎（编辑者：石佳

辰）

和拖延症说你好

转自壹心理（编辑者：石佳辰）

论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它，拖延症总在那里。

希望大家能够放下那种急着改变的、紧迫的

心态，试着像了解一个朋友一样，了解拖延

症，和它打声招呼。 我们并不需要和拖延症经历一场你

死我活的战斗后把它打翻在地。如果拖延症消失了，也是

我们跟它友好分手，而且还能容忍它不时回来串门。毕竟

我们最终的目标并不是克服拖延症，而是能把事情完成，

还能感到快乐。这么想，我们能做的事就多了。

无论是被美好的目标吸引着，还是被不安全感驱赶

着，我们都在希望和恐惧、梦想和现实、自我超越和自我

怀疑中期待着突破和改变，学习着和世界、自身的相处之

道，摸索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拖延症正是这种大的人

生图景的一部分。有时候它是一个提醒，告诉我们生活的

哪些地方出了问；有时候它是一种鞭策，告诉我们前进和

改变的方向。这么看，拖延症其实也是我们的老师，在教

我们一些东西。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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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享一点点小知识

社交网络≠阅读
通常，140字只够引起注意，无法表达完整的观点。中文比英文表意丰富，所
以，比起微博用户，英文 twitter用户会有更明显的片段感。他们不会以阅读
twitter信息本身为满足，通常要点链接过去完成深度阅读。中文微博信息量
大多了，但是垃圾也更多。

阅读≠学习
有思考、有积累、有方向的阅读才是学习。我经常不记得昨天读过的东西，

这时候就要检讨，我读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要学习，就得有目的地去读，

就好像吃东西，我可以节食，我可以做美食家，但暴食、垃圾食品显然不是

我想要的，对付垃圾食品的办法，不是绝食，而是用更好的食物代替它。

学习≠生产
我经常告诉编程语言的初学者尽快做东西，不是做那些转身就删的例题，而

是做一个完整的项目。如果我知道我做的这张图会被删掉，我不会投入感情。

但如果我知道，它会一直存在硬盘上，会编译成产品，会被人使用，我投入

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生产≠影响力
最终我要回来，带着我学习、我工作、我思考的成果，回来给你们看。这时候，我已经不是

当初那个，不痛不痒地转发小道消息、评论娱乐八卦的我了，我知道我要说什么，我知道我

是谁。

以上每个“≠”都是一次蜕变，在你我前进的路上，愿能提供一点参考。
-

-------------- 肥硕的分割线 --- 额，再写点，我的经验 --------------------0.0------
-如果感觉自己“沉迷”了社交网络，那很可能出现了过度依赖，可以先增加阅读来抵消对它
的依赖。比如维基百科，或者专业领域的书，小说都可以。

-解除社交网络依赖后，再将阅读升级为有意识有方向的学习。使用笔记、思维导图等工
具，我们会发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比社交网络

好玩多了。

-无论是社交网络、阅读、工作，都可以用时间盒来
增加效率，打断依赖。比如规定每天 14:00-14:30这
段时间就是刷微博、收邮件的时间。而整个上午是用

来连续工作的，上午不看微博和邮件，因为我已经分

配了特定的时间关照它们。时间盒用处很多，可以参

考番茄工作法。

-对现实不满是改变的动力，保持一个不满的状态，
用不满来改变自己。（别试图用不满去改变别人，坏笑）。

作者： 大胖，《番茄工作法图解》中文译者（编辑者：石佳辰）

http://www.zhihu.com/people/big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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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服
拖
延
症
 
不
做
蜗
牛
族

妙余谣况丧闲损廷破?
刘虓震

作为曾被拖延困扰的人，不

想和提问者扯别的。拖延的痛

苦，是一种无力感，一种无价

值感，是一种被掩藏着却抹不

去的焦虑与绝望。好多回答，

让我觉得很残忍。

关于拖延的资料汗牛充

栋。这对你来说是个好消息，

也是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你

还有机会去学习很多东西来

克服自己的拖延，而你所说的

其他生活中的问题也会随之

得到解决。坏消息是，你可能

由于拖延，而不去学习这些东

西，或者由于拖延，想把所有

资料看全了再行动。

所以在这里，按照最近看

到的觉得不错的一本书（《拖延心理学 2》，
湛庐文化）的内容，给你快速的建议：

动机 = (期望×价值感) / (冲动 ×推迟)

期望，即认为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如果

一件事通过你的行动必然发生，你的动机就

更强些。暴饮暴食打游戏都符合这一特性。

让你陷入这种状况的正是一次失败带来的

对事后结果的期望急剧降低。

价值感，即对事情发生后所带来的价值

的评估。

冲动，和个人特质相关，正是冲动者，

特别希望得到即时的满足。冲动越强，动机

越小。

推迟，一件事情拖得越久，就越不愿意

去做。这是你的错吗？

不是的。这是人类的大脑还没有进化得

足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表现。在原始社会，追

求即时满足往往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因为明

天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在现代，我们需要计

划，需要安排，需要精确的时间。进化选择

让我们这种人活下来，冲动已经写进了我们

的基因。

是否无计可施？

不是的。你可以调整期望，把遥远的目标分解成为简单的，必定可以完成，又可以靠

近最终目标的目标。

比如：「我要找份工作」，可以分解为写简历，找职位，投简历，准备面试，去面试等步

骤。

而写简历又可以分为：

·创建自己的简历文档

·在文档中添加基本模块的标题：个人信息，教育经历，工

作经验，特长

·用一小时写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联系方式，……

这些步骤不需要一次完成，你只要每次迈一小步就可以了。

其他的措施，希望你自己去书里寻找。你还可以选择加入

网上的互助团体。最知名的是豆瓣「我们都是拖延症」小组。

此外还有上述书籍的翻译者，战拖会（公益组织）。

总而言之，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去理解它，面

对它，然后控制它，摆脱即时的诱惑，去做你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枯燥，也没有绝对的乐趣。关键在于你怎样去看待它。

选自知乎 编辑者：石佳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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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定更具体的目标
如果你的计划是“我要减肥，保持好身段”，那

么这个计划很可能流产。但如果你的计划是“我每

周三次早上七点起床跑步”，那么这个计划很可能

被坚持下来。所以，你不妨把任务划分成一个个可

以控制的小目标。当你的家里看起来像一个垃圾站

时，让它立刻纤尘不染可能是一件不现实的事，但

是花十五分钟把洗手间

清洁一下也不算太难。

五、不要给自己太长

时间
心理专家弗瓦尔发现，花两年时间完成论文的研究生总能给自

己留一点时间放松、休整。那些花三年或者三年以上写论文的人

几乎每分钟都在搜集资料和写作。所以，有时候工作时间拖得越

长，工作效率越低。

六、别美化压力

不要相信像“压力之下必有勇夫”这样的错误说法。你可以列一
个设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的时间表，以避免把什么事情都耽

搁到最后一分钟。

七、寻求专业的帮助
如果拖沓影响了你的前程，不妨去看看心理医生，认知——行为疗法可能会有疗效。

加油哦！希望同学们能够战胜拖延症！

作者：杨婉 编辑者：石佳辰

实用

小贴士

一、分清主次

学会运用二八法则
1、分类：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突发性和迫不及待
要解决的问题。成功者花时间在做最重

要，而不是最紧急的事情。把所有工作分成急并重、

重但不急、急但不重、不急也不重四类，依次完成。

2、分解：把大任务分成小任务。

二、消除干扰
关掉 QQ，关掉音乐，关掉电视……将一切会影响你工作效率的东西统统关掉，全心全
意做事情。

三、互相监督
找些朋友一起克服这个坏习惯，比单打独斗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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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的交往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每个成长中的大学生，

都希望自己生活在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气氛中，应该如何改善人际关系，如何加强人际交往，

大概是每个大学生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其实对于大学生而言，人际交往对学习、生活和心

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意义。

大学生要改善人际关系，就必须明确人际关系的原则。从心理上讲，每个人都是天

生的自我中心者，个人都希望别人能承认自己的价值，支持自己，接纳自己，喜欢自己。因

此，在社会交往中，就更重视自己的自我表现，注意吸引别人的注意，希望别人能接纳自己，

喜欢自己。据研究表明，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重视、相互支持。对于真心接

纳我们，喜欢我们的人，我们也更愿意同他交往并建立和维持关系。我们了解这样的原则，

我们就会更清楚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怎样会更好。

大学生必须克服社会知觉中的偏差。由于我们最初获得的信息及由此信息形成的

第一印象在总的印象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更大，然而我们在最初并不会对一个人完全的了解，

但是我们的印象往往就已经形成了。在大学生入学的开始对一个同学形成了不好的印象往往

在以后很久也不会改善，这样就会影响我们的正常交往。其实说不定这个同学是一个很优秀

的学生，只是由于开始的某一点和你很不合，故而形成了不好的印象，大学生必须克服这样

的想法。

大学生不仅要克服各种不正确的认知，还要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培养良好的交往品质，

增进个人的魅力。通常大学生在交往中，往往会喜欢和有良好个人想象的人交往。首先我

们要提高个人的心理素质。人与人的交往，是思想、能力与知识及心理的整体作用，哪

一方面的欠缺都会影响人际关系的质量。有的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存在社交恐惧、自卑、冷漠、

封闭、猜疑、自傲、嫉妒等不良心理，都不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只是这些还不够，大学

生还必须有各种良好的交往品质。如真诚、信任、克制、自信、热情等。

最后大学生必须学会交际的技巧。大学生只要注意加强交往的实际锻炼，学会技巧，

良好的交往能力就一定会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有赖于相互的了解，有赖于彼此思想上的沟

通;还要注意与人交谈，交换看法，讨论感兴趣的事情;沟通时，语言表达要清楚、准确、简

练、生动;要学会有效聆听，做到耐心、虚心、会心，把握交谈的技巧，吸引和抓住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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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症之歌，你造吗？
拖延症之歌，是玩家自制的一段 MV 视频，将拖延症候群的所有症状都一一唱出，

游戏成为拖延症最为常 见的消遣方式。 于 2012

年 12 月走红于网络。在 这段视频中，通过唱歌的方

式将拖延症侯群的所有 症状一一唱出，欢快节奏中

说出了现代人在压力下 养成的拖延习惯。

歌词
我得赶完这篇论文

老师布置了一个星期

明天大早就要上交

整整二十页的希腊语

不急 但我要先刷刷微博、脸谱网、推特，

还要致电我老娘请安

然后就再看一页 只看一页我浪费了大把时

间来点网站

我有拖延症

整天就坐在这等

等待开始干活的好时辰

我们都有拖延症

工作个毛，游戏才正经

同意！拖延症最拉风！

我必须开始节食

因为毕业舞会就剩一个礼拜

所以我要只吃素

从今天就吃起来

但是我饿得不行

而那些饼干好美味

好吧 我只吃一块两块十来块

咋滴 这又不犯罪

我们有拖延症

狂吃是最棒的技能

因为没什么

可以比这更美好

我有拖延症

真是让人开心

拖延症之歌

我知道有工作要干，可我不想理

我或许应该去洗衣服

我或许应该去喂猫

但现在我们在玩《光晕》

生命只有一次！爆头！死翘翘！

你或许应该叫医生看看

木有事，就是擦了一下

可你的胳膊都没了

皮肉伤而已



13

现在快点，我们来玩接球吧

我整理好了桌子

工作的准备全部就绪

慢着 这张照片有点歪

这真让我抓狂生气

那现在我不如顺手把铅笔

一根一根按颜色排列摆好

拖延症之歌

所有的资料和文件也是如此

这事搞不定就没法工作

我们有拖延症

整天就坐在这里等

等待开始干活的好时辰

我们有拖延症

慢着

你现在就是拖延不干活呢

你也有拖延症

干嘛还在看这视频？

我知道你有好多早就该交的活还没搞完

你也有拖延症

请给我们点赞评分

你手上的工作啊

明儿再干！

摘自百度百科

拖延公式
U=EV/ID

战拖=信心*价值/冲动*回报延

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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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星座篇

本文仅供娱乐，与心理知识无关，如有符合，纯属巧合哦☺

1.白羊座：工作 or 旅行

天生爱冒险的羊羊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探索的精神和热烈的冲动。究竟是好好工作还

是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羊羊们总是在工作和旅行两者中艰难选择。

2.金牛座：金钱 or 度假

视金钱和安全感为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的牛牛们总是在纠结，好好工作赚更多的钱还是

来个舒适安逸的度假呢?赚钱吧，这样有安全感点!可是，好想度假······

3.双子座：好奇 or 隐私

敏捷的思想和口齿伶俐的沟通能力让双子们总能“套”到一些秘密的苗头。但往往是对

方不想说的。双子们会尊重对方，可是实在按捺不住好奇的心呀!

4.巨蟹座：爸爸 or 妈妈

对于恋家而且对家庭观念特重的蟹蟹们，究竟要和爸爸还是妈妈去参加舞会呢?这真是伤

透脑筋呀!妈妈吧，妈妈喜欢跳舞，不行，爸爸会吃醋!好纠结呀!

5.狮子座：权利 or 朋友

气度不凡，对事业和理想充满渴望的狮子们总是在纠结，究竟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还是友

谊第一，利益第二呢?这真是好难选择呀!

6.处女座：完美 or 现实

轻微强 迫症的处女们总是追求真正的完美，似乎成了人生的信条。可是，现实就是

诸多 的不完美。苛刻的处女们要继续追求完美还是向现实低头？

7.天秤座：面包 or 爱情

渴望得到忠贞不渝的爱情，却摆脱不了现实的枷锁。天秤的孩子们总是

在纠结， 一份面包重要还是一份爱情是真正自己最后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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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蝎座：继续 or 结束

对于爱得彻彻底底，真真切切的天蝎们，一份已经缘尽的爱情，究竟是狠心

地结束呢还是继续修补呢?结束意味着否定自己当初的选择，继续意味着痛苦。

9.射手座：责任 or 兴趣

对于一份没有兴趣的工作，一个已经不再爱的人，射手们究竟要为了责任而继续留

下，还是勇敢地结束而追寻内心的所爱?

10.摩羯座：稳定 or 改变

一直被说呆板的摩羯其实内心想法很多。摩羯们脚踏实地，稳定是他们的常态。可是生

活总有很多原因或者内心呼唤要对自身作出改变。可是，保持原状似乎还好，改变是否必

须呢?

11.水 瓶座:朋友 or 偶然朋友

面对已 经是好朋友和偶然相逢的朋友，善良的瓶瓶们总是不知道要把重

心放在 哪一个身上，他们会想：呀，都是好朋友了，他会理解我的!可

是，这样子应该吗?好纠结呀!

12.双鱼座：浪漫 or 实际

浪漫是生性富于幻想的双鱼们的特征，可是他们又怕自己过于看重 浪漫而被别人

认为不实际。于是，双鱼们开始纠结了，情人节该送花 还是送巧克力呢?

来源：爱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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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拖延症！ 战拖

美国著名心理治疗专家威廉•克瑙斯 30年经 有术
验分享！以行之有效的心理学方法，搞定拖延症！

战拖会、豆瓣小组“我们都是拖延症”团队精心

翻译，专业解读！

拖延青年的福音！

战胜拖延的入门书籍
《尽管去做》：戴维·艾伦

你希望既出色地完成工作，又可以快乐地享受生活吗？ 本书向你介绍了如何获取更加

旺盛的精力，如何变得更加轻松自如，事 半功倍的方法。作

者在本书中揭示的方法，在各种类型的企 业中，在每一种工

作层面上，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甚至在 家庭和学校里，都

已经得到了证明是功效卓著的。 在本书 中，戴维将和你分

享在全美巡回讲座以及顶级企业培训（包 括微软公司、洛克

希德公司和美国司法部等）中已得到验证 的成功策略。

《战胜拖 拉》: 尼尔·菲奥里

本书能帮助任何繁忙的人以更快的速度做更多的事情，而不

会因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而感到焦虑和紧张，帮

助生活中做事拖拉的人，战胜困难。有了即时习惯技巧与策

略作为助力，你将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高效者，并像按照高

效者的工作方式去严格要求自己。

http://www.baidu.com/s?wd=%E6%88%98%E8%83%9C%E6%8B%96%E6%8B%89&ie=gbk&tn=SE_hldp00990_u6vqb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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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同学之间总是流传着这

么一句话“我们每天思考最多的三个问

题，就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

上吃什么？当然，如果你还想吃夜宵的

话，可能还得再加上一个。”

对于学生来说，吃什么这个问题无非

四个回答，“食堂、外卖、出去吃或者

减肥不吃”。可是这四个选项却通常让不得不面临选择的同学们纠结的

像胃痛的蚯蚓。相似的，我们在买衣服，特别是无实物接触的网购等事

情上也会有同样的选择纠结。

择恐惧症，也称作选择困难症。选择恐惧，显而易

见是不自信和逃避责任的心理，缺乏自立意识，害怕

失败。大多数疑似有此类病症的人往往是在生活琐事比如该吃什么

买什么穿什么之类的事情上纠结。精神医学认为，选择恐惧症 其

实是对自我不满的表现，患者把对自己的不满“投射”出来，变相地

折磨自己，并逃避面对事实。

适度的紧张，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本能，因为它你能时刻提醒

人们，危险的存在，让人更好的保护自己。但是当这种紧张、恐惧感变得过分的时候，

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压力，从而失去所有的机会。

选

http://www.baidu.com/s?wd=%E9%80%89%E6%8B%A9%E6%81%90%E6%83%A7%E7%97%87&ie=gbk&tn=SE_hldp00990_u6vqbx10
http://www.baidu.com/s?wd=%E9%80%89%E6%8B%A9%E5%9B%B0%E9%9A%BE%E7%97%87&ie=gbk&tn=SE_hldp00990_u6vqb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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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纠结了，我又纠结了，我还是纠

结……

似乎世界上永远有不断让人在一

个问题上纠结下

去的理由。“我喜

欢这个味道的洗

发水，可是那个牌子的更便宜一些；这

种颜色的衣服很适合我的肤色，可是条

纹的图案穿起来会不会凸显我身材的

缺陷；有些时候还纠结爱情，这个男孩

子很会逗人开心，可是那个男孩子更加

体贴照顾、家境更好，我到底要选哪一

个？……”

有些人即便作出选择，过一段时

间，也总会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错误

的，现在的没有原来放弃的那个好。

所以，在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

候，就更加的谨慎小心，处处考虑。本

来适度的紧张，也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

本能，因为它你能时刻提醒人们，危险

的存在，让人更好的保护自己。但是当

这种紧张、恐惧感变得过分的时候，就

会给人造成一种压力。

•为什么会“纠结”？

做出选择是一个心理的过程，是一

个不断的循环取舍的过程。当最终的决

定拍案时，那可能是已经经过了潜意识

中无数个比对之后，才得出的结果。

做决定的过程可以是理性的，也可

以是非理性的。我们之所以难做决定，

是因为某些比对的过程碰触了我们心

中的某些

准则或价

值。接下来

的问题就

在于，我们需要把这些可选择的选项按

照它们吸引我们的顺序做一个排列，同

时还要考虑进去这些不可碰触的准则。

有的时候，即便排列出了首选选

项，还要考虑如

果目的不

能达到是否还有候补，未选选项存在的

优点。其实，现实中的很多选择仅仅是

个人的喜好，比如选择某种食物，选择

某件衣服之类。

•简单的选择，为什么我们还

是难以决定？

简单的划分，我们会发现生活中有

两种人：一种人看到的世界是非黑即白

的，是爱憎分明的，是选择明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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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人是过渡的灰色的，没有界限，

模棱两可。

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若经常出现

纠结情绪，也就是所说灰色世界的人，

碰到心理学家所谓的“矛盾情感”的机会

较多，而那些观点明确的人出现这种矛

盾的机会则比较少。

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环境和性格

原因。在特定情况下，强烈希望得出结

论的人倾向于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而

自相矛盾的人则认为事态悬而不决自

己才更为舒服。

同时，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也比较容

易在具体的事情上纠结，因为总是不能

达到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另一些

人则是因为害怕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逃避抉择。

其实，人不能总去做那些所谓具有

实际作用、直接带来利益的事，不能总

屈从于社会的价值系统，有时也要由着

性子做一些似乎不那么有利于自己的

傻事，这些偶然的发傻正好使你在生活

的现实主义中保留着浪漫主义情感，正

好代表着你的个性色彩。

选自壹心理 有删改 编辑者：娄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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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自信，害怕选错 每个都是希望

自己做出的选择是最明智的，带来的利益是能够与

付出相匹配甚至超值的。面临众多选择，难免犹豫，

害怕自己的选择带来的结果并不尽人意，然而无论

你做出什么选择，后果却总是自己承担的。毕竟，当你花钱点餐后即使发觉不好吃，也

很少有人会再重新点一份了。

2．归因 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倾向于低估外部

因素的影响，而高估内部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并且会

将失败的因素归因为外部因素，如运气等。在选择吃

什么的例子中，当我们选的食物并不能满足我们的希

望时，我们通常或后悔责怪自己当初的选择，或者埋怨自己运

气不好等，在下一次又面临选择时甚至会比上一次更加纠结。

3．环境的影响 俗话说得好“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

没水吃”连和尚们都会被小伙伴们影响这么深远，又何况是我们这些凡人呢？当你想好

说今天中午我想吃过桥米线时，你旁边的小伙伴们也许就开始给你提意见了或者仅仅是

发表观点了，“哎呀，那家的米线太不好吃了”“是啊是啊，还贵的很”。当你听见这

些讨论的时候，是个凡人应该都会有所动摇的吧，如果不巧，你还是一位意志并不坚定

的孩纸，那就惨了，你一定会开始犹豫并且和他们一起陷入纠结的淤泥之中。

4．期望的落差 又有一句俗话“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还有可能是唐僧”

在面对每一个都被相应赋予价值的选项时，我们的期望自然是想要得到最完美的那一

份。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未必完美，尤其是在与其他人选择后得到的东西作出对比，发

现别人的比自己的好时，我们通常会感到失望、后悔。便会更加确定正是由于自己选择

食物才造成了这种局面，在下一次面临选择后，则会担心自己的期望再一次落空，从而

造成选择纠结。

选择困难

症

的成因

来自心理圈 张婕 有删改 编辑者娄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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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有没有因为纠结于不知如何选择而 影响到自己的正

常生活？

A. 经常有 7.46%

B. 偶尔有 65.67%

C. 几乎没有 23.88%

D. 从来没有 2.99%

2.由于选择的困难对你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里？
A. 自我心情上 47.76%

B. 对事物的看法上 31.34%

C. 对学习的兴趣上 7.46%

D. 对生活的态度上 7.46%

E. 与他人的交往上 5.97%

3.当你面对两个同样都很适合的选择，却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时，你最终会？
A. 两个都选 22.39%

B. 自己随意选择其中一个 26.87%

C. 听从别人的建议选择一个 49.25%

D. 两个都不选 1.49%

4.你有考虑过在大学毕业之后的计划吗？
A. 清楚的考虑过(工作、考研、出国) 32.84%

B. 想过，但不知道如何选择 59.7%

C. 从没想过 7.46%

5.你认为当今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是造成“选择障碍”的主要原因吗？
A. 是 64.18%

B. 不是 35.82%

选自问卷星 有删改作者 taotao466133082
原始数据来源：http://www.sojump.com/report/2950530.aspx?qc=

大学生选择困难症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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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我该考研还是工作？

我的梦想是环球旅行，但我的生活却是朝九晚五，这么办？

我们常常陷入这样的选择僵局——两个选择 A和 B，哪个都有可取之处，
哪个又都有不可取的地方！我们往往在两个选择之间苦苦纠结，不知道究竟该如

何选择。如何打破这种“选择僵局”？如何在两难的抉择中做出合理的选择？

传统的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学校多年的教育并没有教会我们独立分

析问题的方法，而只是一味的告诉我们去寻找标准答案。好一些的会自己去寻找

答案，差一些的可能会去向父母、老师、朋友寻求答案。长年的考试压力使大多

数人形成了关于问题的三种思维模式——

小步快跑， 自我治疗

所有的问题都是选择题或

者判断题，不是 A就是 B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题目，否则成绩作废

见题答题，从不思考题目

本身是否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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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 通过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来打破这个思维僵局。

第一问：我为什么要面对这样的选择？（关键：多问几个为什么）

这个问题能够帮助我们理清究竟自己困在了更深层的哪些问题。

为什么我要去不断追寻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习惯了别人告诉我一

个方向然后去努力，不习惯于没有目标就做事情。这个时候，我们

往往可以看到事情究竟困住哪些信念上。

第二问：为什么一定只有 A和 B？
为什么一定要在 A和 B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什么一定要……
这个问题用来帮助我们跳开 A和 B的选择，不被两个非此即彼的圈
套套住，反思题目本身是否有问题，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拓

宽选择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快发现，其实并不只有两个选择，在看似

非此即彼的选项之外，还隐藏有很多可能性，而我们只是被这个题

目本身所限制，忽略了题目外的广阔天地。

第三问：为什么必须现在做出选择？这个问题是给我这个年龄的人

出的吗？我现在有足够的阅历和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一问是对于时间限制的提问，帮我们看清究竟这个问题需不需

要如此急迫的回答和解决。事实上，很多人生的重要问题都不是一

时半会儿可以找到解决的答案的，真正的答案往往需要时间带给我

们解决的智慧；当然，有时候我们从中会发现一些问题的紧迫性，

明确在现阶段什么对自己最重要，从而促使自己做出决断。

第四问：我这么选择真的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吗？当我们即将要做出

选择时，这是最后一问，也是最关键的一问。

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容易的事情，因

为自己的真实意愿自己肯定是清楚的，但为什么人们（比如我）却

总是做出违背自己内心的选择呢？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往往被

一些外界强加给我们的信念所束缚。

总结起来，打破选择僵局的关键就在于先打破自己思维的固定模

式，拆掉自己在大脑中给自己树起的墙，当我们面对生活中一些难

于解答的问题，最首要的事情就是重新审视问题本身，看看是否被

问题本身所局限。一旦我们跳开原有的信念，不再见题答题，而是

见题审题，往往会发现原来问题本身才是最大的问题。

文/镜心 编辑者：娄芸

http://blog.sina.com.cn/mirrorpu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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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症小测试
下面是拖延症心理测试，看看你的拖延症有多严重吧！

注意下面的问题，选“是”得 1分，选“否”不得分。用笔记录

下来！

1、不到最后期限不上交任务：是 否

2、写作业时间总在网上瞎逛，快到交作业才开始写作业：是 否

3、没有学习计划，不懂时间管理：是 否

4、总是“伪加班”，白天可做完的事，总是拖到半夜后加班做：是 否

5、总是认为时间还有，不急：是 否

6、懒散，日复一日，总想着明天再做：是 否

7、每当同学或老师询问学业进展时，经常说“让我再看看”：是 否

8、书桌上零食一大堆，学习时间经常吃零食：是 否

9、要做事时，脑子里能冒出各种理由：现在先做别的事，这个稍
后：是 否

10、自我麻痹：还来得及，不行就通宵赶工：是 否

11、处理问题不分主次，忙了半天，最紧要的事没做：是 否

12、经常因为时间过于紧迫，草草交差，结果被老师责怪：是 否

13、“厚脸皮”，别人怎么催，也定力十足，习以为常了：是 否

14、从不主动汇报工作：是 否

15、团队合作时，同事都面露难色，不愿和你合作：是 否

———————————————我是测试结果分割线————————

——————

0—4分：轻度拖延，要当心了，快点找到原因，将它扼杀在萌芽中。
5—11分：中度拖延，它可能已经成为你的一种工作习惯，改变需要时间和
耐力。

12—15分：重度拖延，建议重新审视自我，进行职业定位，找一份自己兴
趣和能力特长

所在的工作。

如果你想解决“拖延症”的话，请翻看前面的解决建议哦：)~

文章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者：娄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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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内页（活动照片或成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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