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阿玲的苦闷以及阿玲家人的担忧!程

毅君建议!解决阿玲的问题需要从这几个方面
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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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BC#好好回味一下自己婚前对
婚姻的认识以及婚后对婚姻的感受!对比一
下前后两者的变化!调整自己对爱情以及婚
姻的看法!补上婚前心理辅导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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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def1gh$ 不管阿玲最终做出何种
选择!这无所谓对错!只要她愿意为自己的
选择承担相应的好的或者不好的结果就可
以!就是一个成熟的理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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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她不应该仅仅只是扮

演年轻的妈妈$妻子$儿媳这些家庭角色!同
时!她还需要去体验更多的社会角色!拥有这
个年纪的年青人应该拥有的一切!比如工作$

朋友圈子#这要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方面是阿
玲的家人都应认识到阿玲的苦恼以及她想离
婚背后的根源!信任$肯定$包容阿玲!给阿玲
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阿玲自己也要学会更
加独立自主地生活!活出真实的自我!勇于表
达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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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 婚姻与爱情不是一回
事! 然而! 陷入恋爱中的人往往不愿考虑太
多!甚至不愿过多地交流彼此的差异与不满!

以免冲淡了爱情的甜蜜# 闭着眼睛幻想着甜
蜜的感觉进入婚姻的人们! 婚后更多的是觉
得失望与不满!双方冲突不断甚至冷漠绝望#

所以!恋爱很容易!婚姻却并不容易!它需要
两个心理成熟的成年人来共同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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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综合征'带来的厌烦$懒惰$健
忘$精力不集中早已为人们所熟悉# 德国一
项调查显示!!"#的人周一起床后情绪低
落#如果这个时候你去拜访客户或者找老板
谈判!往往会碰一鼻子灰#

对此!苏州荣格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
王国荣建议!要想不让自己抗拒上班!早起
最重要# 因为紧张感和时间有很大关系!早
起后充裕的时间不仅能减少焦虑感!还能有
空吃一份减压早餐! 最好包括一大杯鲜奶$

鸡蛋$牛肉$花生酱和香蕉等!它们富含的色
氨酸能提高大脑内$(羟色胺的水平!让人产
生一种满足感# 男性在周一可以进行%"分钟
的肌肉运动!比如俯卧撑$举哑铃等!它们可
在最快时间内促使中枢神经合成$(羟色胺#

到了办公室! 最好听听古琴和小提琴演奏的
古典音乐!起到降低压力$放松情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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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最新研究显
示!周二上午&"时是一周中工作压力的最大
峰值!人们普遍感觉焦头烂额# 大部分人在
周二通常会放弃午休时间!加紧干活#

王国荣建议!在周二压力最大时!可以做
一个心理意象训练"找个相对安静的地方!闭
上眼睛!先做&"(%"次深呼吸!然后想象自己
在乘电梯! 慢慢开始数"&层$%层$'层))直
到&"层!然后再想象电梯正在缓缓地降下去!

倒数从&"层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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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心理学家查尔斯*阿
热力教授的研究表明!周三确实是人们一周
中的情绪最低点! 是人们接受信息最多!感
觉负担最重的时候#

王国荣说!这一天!想办法让自己笑最
重要!看漫画$笑话或者回忆一下自己的成
就都是不错的选择#这时想想自己最大的愿
望都实现了"比如考上理想的大学$找到一
份好工作$获得过什么奖$得到多少领导的
表扬!就会增强自信!从消沉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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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是&黎明前的黑暗'# 西南大学心理
学院教授杨东指出! 周四不仅是工作效率最
低的一天!也是人们疲惫感最强$心情最烦躁
的一天# 此时人的顺从性最高$最好说话$比
较通融!这时候客户向你妥协的可能性最大#

王国荣建议!周四最好的减压方法是将
办公室的灯调到最亮# 灯光越亮!人在大脑
中合成多巴胺和$(羟色胺的能力就越强!

这两种物质都会让人的心情变得平稳$快
乐# 这与阳光越充足的地方!患抑郁症的人
就越少是一样的道理# 此外!在办公室多放
点仙人掌!它能释放氧气!减轻人的疲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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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是一周中工作效率最高的一天# 周
五完成的工作!数量$质量比平时都高# 平时
棘手的事情!这一天里却容易()# 周五人们
最容易冒险!喜欢进行高风险的投资# 另外!

人们喜欢把一周内纠缠不清的事情在这个
时候了断!所以周五是&炒人'的最佳时间#

周五人们放松的心情让大脑注意力更
加集中!处理问题的速度加快# 专家建议将
最重要的工作安排在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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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不少人在周六&疯玩'一天
后!周末会陷入对下周工作的焦虑中!甚至
导致失眠!形成&星期日上班焦虑症'# 杨东
认为!可以在周日晚上拿出&个小时!想想自
己下周该做点什么! 做个简单的工作计划!

心里就会踏实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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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心理援助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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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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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玲的咨询!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程毅君表示!阿玲是一个成年人!我们应该尊
重她选择结束一段没有给她带来幸福的婚姻
的决定!同时!正如想解除阿玲家人不解的谜
团一样! 我们也要帮助阿玲更好地理解自己
的行为!知道她到底苦闷的根源是什么#

程毅君分析说!首先!阿玲对婚姻生活毫
无心理准备# 阿玲结婚较早!%"岁的年龄正是
青年们对爱情有着无限憧憬的阶段! 对婚姻
的理解尚未成熟# 然而!阿玲仅经过短暂的热
恋就怀孕$结婚$生子!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
突然!她在生活中的角色转换如此之快!导致
恋爱的感觉还没有消退! 就立即陷入婚姻生
活的平淡之中! 这一切难免会让阿玲生发出
许多的失望与不满!而这些烦恼又无处可说!

情感受到压抑!对生活日渐麻木#

其次! 阿玲的性格天生就带有较多的顺
从和压抑!或者说她的&自我意识'这部分没
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按照奥地利精神病学家$

个体心理学创始人$ 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阿
德勒的分析!家中排行中间的子女!更愿意接
近父母$体谅父母!主动分担父母的艰辛# 阿
玲在家排行老三!所以!她内心非常依赖父母
的意愿$顺从父母的意见# 结婚后!她也一样

能顺从公婆的看法! 内心有什么不满也从不
去表达出来! 再加上她的老公刚好性格比较
内向! 他常常是用沉默和不耐烦浇灭了阿玲
想倾诉的愿望#

同时!阿玲一向顺从家人的意思!结果是
一再地压抑自己的愿望及行动! 从正面来解
释这是一种孝顺的行为! 但从心理学意义来
讲!这是一种对自己不负责的行为!或者说是
一种把自己交由他人来负责的表现# 阿玲的
爱人阿强!也有不成熟的表现!他婚后没有能
力去真爱她! 真爱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关
注!你关注她!你就会倾听她的心声$她的需
要$她内心的变化!帮助她给予她成就她#

第三!阿玲从小就帮父母做小生意!其实
是一个有社会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人! 只是她
的内心过于依赖家人的支持! 没有形成自主
的独立性格! 所以她内心的冲突(((渴望自
由$ 独立的同时又养成了习惯于顺从依赖的
特性之间的冲突! 使得阿玲在婚姻生活中渐
感茫然与迷惑!她极力想要改变这种状态!但
又不知如何改变# 对老公及家庭生活越来越
麻木! 这其实是她对自己的生活现状越来越
不能接受的表现# 她现在想离婚!其实离婚只
是她想寻求改变的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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