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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包容力 内心才强大
●余小倩
荀子有言：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
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这是说
“君子贤能而能容纳软弱无能的人；聪明
的人能容纳愚笨的人；
才学渊博的人能容纳
才学疏浅的人；
道德纯粹的人能容纳品行不
好的人”
，
教育我们应该懂接纳、
多包容。
包容心是指听取不同意见、理解不同
想法，全方位考虑问题的能力。很多人都
以包容、开放自居，但在决策时刻，通常都
自己说了算，把别人的观点抛诸脑后。无
法真正接纳他人建议，最常见的原因是这
个人还不懂得爱自己。对他人的态度，往
往是对自己态度的延伸。一个人如果不
能尊重自己、容忍自己有缺点，就很难去
包容他人。这类人通常从小在严苛的教
育环境下成长，身边缺乏温柔、宽容的教
育者，总是被指责错误和缺点。他们长大
后就不懂得和自己的劣势、缺点和平共
处，对自己极为严苛，对不满足自己标准
的人也充满敌意。
人的成长是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过程，
思维也会由“弱者思维”过渡到“强者思
维”。但有些人虽年龄到了成人阶段，内
心却缺少意识转换和成长顿悟，依然停留
在小孩的“弱者思维”。这样的人容易把
对方理想化，指望别人来满足自己所有要
求，一旦他人没达到自己的期待，就开始
抱怨和苛责。
还有一些人由于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本能地渴望被接纳、肯定，于是遇到任何
事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是有价值
的，若别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会觉得受

到威胁，包容各方意见就无从谈起了。
包容是一种美德，它能让我们更好地
处理人际关系，也能让自己的内心更强
大。提高包容心，第一步要对自己宽容。
人无完人，我们此生要做的不是纠结于自
己有多少小毛病、小缺点，而是找到并发
挥自己的长处，并把“发现美的眼睛”望向
他人，看到别人的优点，不去斤斤计较、吹
毛求疵。
第二步，拓宽评判标准。少拿一把尺
子“量”他人，多从其他角度看问题。举个
例子，有个女孩因非常讨厌一个舍友，无
法与其相处而寻求心理帮助。咨询师用
“北斗七星阵”的方法，让她站在舍友、旁
观者、摄像头、十年后的自己等 7 个位置去

看待舍友。慢慢地，这个女孩越来越理解
舍友，并彻底摆脱偏见。当我们拓宽评判
标准，视角会更广阔，内心能容纳的价值
观就越多元，
容忍度也会更高。
第三步，刻意练习少批判。批评他人
是容易的，甚至是一种本能，但如果能克
制批评的冲动，把态度、语言转为温和、理
解，那包容心就提升了。拿破仑曾在夜间
巡岗时发现一名哨兵睡着了，他当时就拿
起枪替士兵站起了岗，哨兵醒来十分惶
恐。拿破仑却说：
“你们艰苦作战，又走了
那么长的路，打瞌睡是可以谅解和宽容
的。我正好不困，就替你站了一会儿，下
次一定小心。”在该批评时宽容，既会让别
人感激，
也能提升自己的境界。

慈悲是一剂良药
●姜林乐

走神，大脑不想干活
●安 宁
书才读了两三页就开始看朋友圈，工作
邮件刚写完开头就跑去看电视剧，课上了一
半 就 开 始 发 呆 …… 总 是 走 神 是 我 们 的“ 通
病”。想保持专注力、提高效率，不妨试试下
面 4 招。
1.找到自己的“黄金时间”。人的精力和
注意力在一天之中是波动的，有时候状态非
常好，能高效学习、工作；而有时总是分心、走
神。所以，要提高效率，首先得摸清自己注意
力的“习性”。通过记录一天的工作生活状态
来找到自己思维最活跃、注意力最集中的时
间段，把最重要的任务安排在
“黄金时间”
。
2.设定“小任务”。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人们看书读报时，注意力只能维持 15 分钟；开
会时 10 分钟；打电话时只有 9 分钟。既然大
脑用功的时间这么短，那就顺应它的工作方
式，把时间分割成小的“精力区间”，在注意力
能集中的范围内设定“小目标”
“ 小任务”，严
格要求自己在这段时间内完成挑战。如“15
分钟内读完 10 页书”
“10 分钟内结束电话沟
通”等。而在任务之间的间隙期，不妨休息一
两分钟，再继续攻克下一个小任务。
3.自我激励。人在开心愉悦的时候注意
力更集中。因此，与其责备自己拖延、分心，
不如多肯定“我又集中精力完成了一个小任
务”。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可以用其他奖励
“犒劳”自己，如“下午就把工作完成，然后轻
轻松松看电影”
“再坚持 30 分钟，做完这件事
就约同事吃饭聊天”等，有了“盼头”，做事就
会专心、高效。
4.以退为进。有时候，老走神是大脑“认
知超载”的表现，这时若一味要求自己专注反
而会降低效率。而开开小差、发发呆，做些看
起来“不务正业”的事，让大脑放松一下，反而
可以提高效率。实在静不下心来工作时，可
以逛逛网页。研究发现浏览网站可以帮助人
们转换思维，能提高 9%的工作效率；还可以
做做白日梦，科学家认为，适当发呆有利于大
脑调适，对其维持高效运转很有帮助。

在佛学中，慈爱众生并给予快乐，称
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消除其苦，
称为悲，
二者合称为慈悲。
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对他人、对世界
的怜悯之情能让人身心获益。精神上，
慈悲心会增强人们对幸福、感恩、愉悦的
感受，减少自恋、耻辱感、自卑感，对缓解
内心的焦虑与痛苦有显著效果；躯体上，
经过慈悲训练的人心肺功能和免疫系统
都更为“强大”。可见，慈悲心是一剂良
药，
能全方位地提升身心健康。
想象唤起心中爱。有时候我们对他
人太过苛刻，现实的困境、生活的艰难让
我们戴起面具、身穿盔甲，难以唤起心中
柔软的慈悲心。这时，
爱与关心的想象训
练就很重要。可以在每天睡前花几分钟，
想象自己是一个善良、懂得怜悯的人，这
样的你会怎么处理日常争执、埋怨和自
责？通过想象让内心富有慈悲感，
现实生

活中就更容易去同情、
体恤和包容他人。
自我反省除障碍。回想一下，你在
什么时候、什么情景下会对他人的痛苦
感同身受，又在什么时候无视了他人的
难过？一般来说，人在担心害怕、压力过
大、匆匆忙忙的时候更易冷漠和麻木。
如果觉得自己对他人的苦难越来越“无
感”，就该多反省自身，分析是哪些因素
阻碍了慈悲心，
然后一一克服。
撰写书信练慈悲。以外人的视角给
自己写一封慈悲、关怀、理解自己处境和
心情的信。例如“你最近压力实在是太
大了，心里一定承受了很多苦”
“ 发生这
种事不是你的错，千万别再责怪自己”
等。相比只停留在大脑中的想象和思
考，写出来的实实在在的文字能让我们
更明确表达慈悲的用词、造句，也能增加
我们对慈悲的记忆，更容易到生活中去
实践。

网上心理测试
网上心理测
试 别太当真
●肖 蓉
凭直觉选个图形，看看自己属于哪
类性格；
回答几个问题，
预测一下职业发
展……如今网络上所谓的
“心理测试”五
花八门。每个人都有探索自我的冲动，
而简单易行的心理测试似乎提供了一种
途径。有人从中获得满足，也有人对此
疑虑重重，
这些测试到底靠不靠谱？
一些网上小测试看上去有些功能，
但与正规心理测量相去甚远，我们称其
为趣味心理测验。相比正规心理测验
严格的编制过程、较高的科学性和可信
度，趣味心理测验更多依靠编制者的经
验、想象和道听途说，偏重娱乐性，不够
规范，不靠谱的居多。我们有时觉得这
些测试“很准”，只是因为它们的结果都
模棱两可或是人类共性，让人信以为
真。所以，做趣味心理测验，图个开心
无妨，但切勿以此来“了解”自己和指导
行为。
当然，除了趣味测试，网上确实也
有一些正规、科学的心理自测题。比

如，答一套智商测试题，计算出自己的
智商得分；完成一组心理疾病筛查量
表，获知自己是否患病等。对此，自测
者也要警惕，因为“量表是真，解释有
异”。这是指，对任何一个测试结果的
解读，都需要很强的专业背景，业余的
自测者不能仅仅根据一个测试得分给
自己贴标签、下结论，这很容易造成心
理负担。比如，某段时间你心情不好，
做抑郁筛查的分值就会偏高，但这并不
意味着你就患上了抑郁症。
出于了解自我的心理需求，人们对
心理测试尤为热衷，但测验时一定要弄
清目的。如果只是为了娱乐，网上的趣
味测试做做无妨，有时测试结果符合自
己的预期，还能获得满足感。但若是为
了求职、谋发展，或想知道自己是否患
病，必须慎重对待。最好的做法是到专
门的机构如医院心理科、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等，接受心理测验服务，进行
正规测试，
获得专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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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八卦带来快乐
●林 倩
虽然大家都耻于承认自己爱聊八卦，但茶余
饭后、好友聚会，谈得最热闹、最多的就是各种小
道消息。有数据显示，我们的对话中有 65%的内
容可归为八卦。
爱聊八卦似乎是天生的。在远古时代，嚼嚼
朋友、亲人或邻居的舌根，可能起到保障生存的
作用。八卦是一种交换信息的有效渠道，如果人
们总能知道哪里有危险、别人在做什么，那么自
己存活下去的机会就会更大。也就是说，越会打
听八卦的人越容易生存，于是热衷八卦、善于八
卦的基因就流传下来了。
对八卦“上瘾”还因为其能带来强烈的愉悦
感。内啡肽是人类大脑释放的一种类吗啡生物
化学物质，有麻醉和兴奋的作用，可帮助减压、镇
痛，让人产生一种幸福、快乐的感觉。心理学家
贝克博士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聊别人八卦和看
娱乐新闻的时候，人们就像吃了巧克力，脑细胞
会被积极地调动起来，分泌大量内啡肽。这种本
能的快乐感觉不仅让人“孜孜不倦”地谈论八卦，
还使他们的幸福感明显高于沉默寡言的人。
另外，八卦还能增进人际关系。人类学家克
里斯托弗·贝姆认为，同闺蜜八卦明星绯闻，和哥
们儿侃侃军事，与同事在茶水间闲聊职场轶事，
这种八卦闲聊是促进群体团结的一种方法。互
相分享消息，说明大家在同一个“圈子”里，促进
彼此的感情。八卦还能给两个看似无关的人创
造共同话题，有利于拉近人际距离、传递信任，形
成某种“心理契约”，
促使大家成为朋友。
当然，也有些人爱聊八卦是为了获得优越
感。八卦的本质是“这件事我知道，你不知道”，
背后潜藏的是八卦者的优越感，这种感觉会刺激
八卦者无止境地八卦下去。
闲来无事聊点八卦并不是坏事，但要注意分
寸。一是区分场景，在严肃场合和工作环境下尽
量不聊八卦，否则会给人留下“爱乱说话”的印
象。二是因人而异。八卦的基础来源于“共同的
意义语境”，比如运动员可能会聊冬奥会的八卦，
科技工作者可能会关注诺贝尔奖的消息等。聊
八卦时要找到大家的思想交集，寻找共性的东
西，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这样话题才能继续
下去。三是内容轻松，谈论八卦时一定要避免政
治、宗教信仰类话题，也不要夹带人身攻击、诋
毁，
切勿给他人带来困扰。

喝酒四大动机
●欧阳云霜
人类几千年前就开始喝酒，酒类至今仍是人
们最喜爱的饮品之一。具体到个人，你因为什么
喝酒？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酒精研究中心的学
者认为，在现代社会，驱使人喝酒的动机主要有 4
个。
1.社交型饮酒。朋友相聚喝一杯、会见客户
敬一杯、家有喜事干一杯……在社交场合举杯是
人们喝酒最常见的原因，不分国界。社交型饮酒
一般起到“助兴”
“消遣”的作用，微醺时人们相处
得更愉快，帮助增进人际、联络感情。
2.顺从型饮酒。顾名思义，就是本来不想喝，
但在群体的压力下不得不沾点酒以表礼貌，与群
体保持一致。当别人觥筹交错时，那些喝酒只啄
一口的人往往是这类型。
3.兴奋型饮酒。有些人酷爱酒精，喝酒就是
为了自己“爽”，通常不醉不休。
“ 酒鬼”们有相似
的人格特质，如外向、冲动、有野心，也更爱冒风
险。
4.应对型饮酒。这群嗜酒者通过酒精麻痹自
我，以逃避生活中的问题，这是他们应对、处理人
生困境的方式。应对型饮酒者多为女性，她们神
经质水平较高、亲和力低且对自己抱有负面看
法，
抑郁、焦虑的可能性也较高。
对饮酒动机的研究有利于控制人们的饮酒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