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聚焦

责任编辑：伍仪

欢迎投稿

：3229489556@qq.com

2015 年 11 月 8 日

纯思·启慧·明心

心理海洋

责任编辑：王婷

欢迎投稿

：3229489556@qq.com

2015 年 11 月 8 日

纯思·启慧·明心

也许将傲娇作为主打性格会带来些许麻

烦，但适度的傲娇也能给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如高冷者偶尔显出的一抹温柔， 成熟者不经

意间露出的一点幼稚撒娇， 这种反差萌反而

更让人心动，将旁人隐隐吸引。 心理学家阿隆

索和琳达曾做过一项亲密测试， 结果显示，

“一开始反感后来有好感”的异性的吸引力显

示出压倒性的优势。 这毫无疑问是傲娇的致

命魅力所在， 这种反差的存在比一成不变的

一面来的更加令人欣喜， 正如世界因有四季

的变化而精彩， 春光景明夏波粼粼秋叶潜山

冬雪簌簌令人迷醉，但若终日面对任何其一，

日久天长，怕也是会乏味的吧。 但正是因为有

了不断的反差，我们才更加深爱这个世界。 同

样的道理，偶尔的傲娇也会让人眼前一亮，自

动在心里给你打了

233

个大赞！

那么，如何改变自身傲娇帝的现状，做出

一些改变呢？ 以下是我们的一些建议

:

1.

在和旁人相处时，不妨试试对他人少一

些防备，多一许热情。 学会去拥抱世界，世界

也会报之以歌声。

2.

难过低沉的时候，不要一味地等待，学

会主动向身边的朋友倾诉， 告诉他们你的苦

恼，让心中的抑郁得到及时的排解。

3.

不要让语言成为你尖利的刺，抵触他人

的靠近，慢慢去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真

实地去说，更要勇敢地去做。

近期“叶良辰体”火遍网络，是

霸道总裁的真霸道，还是傲娇之心

又蠢蠢欲动？ 那么，“傲娇”究竟是

什么？ 又有什么样的小秘密，如此

吸引眼球呢？

傲娇 （ツンデレ）发源于日本

美少女游戏中，如今已被广泛运用于动漫、大众媒体

等文化中，据说也是萌属性的一种，是指说话带刺，态

度强硬高傲，不讲道理，但是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又会

迅速从任性蛮横转变成害羞温柔、 撒娇发嗲的状态，

说白了就是外冷内热。 在心理上又称为反向作用，是

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指人们在处理一些不能被接受

的欲望或冲突时，采取一种与本意相反的行为机制来

抑制、回避内心的焦虑恐惧和真实意愿。

(

来源：壹心理

网 豆瓣心理专栏

)

论傲娇的表现：傲娇说什么都反过来听； 傲娇其

实都很心软； 傲娇说没事了，千万不要信；傲娇其实

很贴心，只不过不好意思主动；傲娇会突然心绪不宁

没耐心；对傲娇要多一点包容，最好当做孩子宠；傲娇

难过的时候其实只需要你抱起他拍拍头说一句 “我

在”；傲娇开心的时候会在你面前得瑟，一副想知道求

我的表情；傲娇只不过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

来源：百度贴吧 傲娇吧

)

“傲娇”一词一度成为流行语。虽然傲娇总

给人很疏远的感觉，但是温柔的女性偶尔傲娇

一下则会增加其对男性的吸引力。有学者深入

研究了关于傲娇男女的心理状态。美国心理学

家阿隆索和琳达在对几名年轻人进行的心理

实验中发现， 人们对待那些喜欢自己的人，即

使刚开始时表现得漠不关心，但后来就会不由

自主地向对方来示好。两位心理学家将这种现

象取名为“好感的传递”。

（来源 中国心理健康网）

看似很傲娇，实则求赞求关注

凡人如我们，不是读心高手，因此傲娇的

人们常常因为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而引起不必

要的误会和麻烦 ，“傲娇” 也多被认为是不成

熟的表现。 这常体现在恋爱中的男女身上，作

为调剂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所以就算是任性

蛮不讲理， 也隐隐地散发着傲娇萌的气息，其

实这种心理本质上是求赞求关注。

(

来源：壹心理网《万万没想到》）

为何“傲娇”的人更容易吸引异性

案

例

背

景

案

例

分

析

傲娇“有害”?

通过本次调查小编发现， 有近

88％

的同学

认为

,

人们“会因傲娇被误解，进而产生不必要的

麻烦”，

80.5％

的同学认为，人们“会因傲娇错失

一段友情与爱情”。 那么，傲娇真的会如此严重

地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吗

?

尽管同学们对傲娇

的态度与见解各不相同， 仍然有近九成的人一

致认同傲娇与潜意识里对自我的保护有关。 其

实，人们生活在社会里，每一种性格的存在都有

它存在的道理，每一种存在都是最好的存在。 看

来， 打破交往的隔膜， 关键在于完善我们的性

格。

我们发现， 在所有的调查问卷中，

64.4％

的同学不属于“外表高冷，内心火

热”的傲娇人群。 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

时，他们更倾向于采用较为直接的方式

表己所想，做己应做。 这可以让大家减

少很多顾虑和猜测； 然而我们发现，如

果是遇到烦心事， 一个人难过的时候，

选择直接向他人倾诉的比例降低了十

个百分点，这说明人们有时也需要有自

己的空间，我们不能因他人偶尔的冷淡

而过分苛责。

令人可喜的是， 当好友遇到困难，

且困难在本人能力范围内时，

99.69％

的

同学选择了帮助，其中

75.54％

的人表示

会毫不犹豫地给予帮助，

24.15％

的同学

选择嘴上讽刺，实则提出建议，这让小

编又看到了来自地球的善意。 可见，傲

娇也好，直率也罢，绝大多数的同学们

都是正直善良的存在。 所以，小编在此

提醒大家，莫要因为性格不同而对他人

进行攻击，对方往往也是个善良宝宝。

傲娇与直率没有明确界限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

叶，调查表明，当他人给出不直接的答

案或模糊的态度时 ，

49.23％

的同学会

尊重

ta

的想法，

30.96％

的同学则表示

难以理解， 甚至有

19.81％

的同学会产

生愤怒情绪。 过半的同学还是不能在

这种情况下保持较为平和的心态。 因

此，遇到意见无法明晰的情况，大家就

要走出“封闭”的自己，平时不爱提出

意见的同学要学会主动、 自信的提意

见； 而那些傲娇的孩纸也应该放下架

子，积极沟通。

其实，不仅是在处理问题上，在日

常生活中，我们也要把握好分寸，任何

一种性格的表现， 都存在过犹不及的

问题。 我们甚至可以把与自己不同的

性格表现作为一种社交技巧， 为自己

加分：试想，亲和力强者不时的傲娇能

不能加强自己的威信？ 傲娇帝偶尔的

撒娇卖萌会不会引起你的侧目？

掌握分寸，快乐生活

正

式

结

案

持续傲娇的时弊

傲娇帝们总是不愿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

的想法，但又随心而动。 因此，我们这些普通的

人对于他们的所思所想往往只能哀叹一声实

在是捉摸不透。 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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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调查样本中，我

们不难发现

:

绝大部分同学认为傲娇会产生不

必要的误解， 更甚者则会错失一段友情或爱

情。 傲娇者们在遇到朋友求助时嘴上嘲讽拒

绝，转身却默默帮助搞定一切，但仍被不知情

的友人误认作不讲义气不值结交；想获得恋人

关注认可却被当做蛮不讲理、矫揉造作。 在被

问及对傲娇的看法及对其想说的话时，更有同

学坦言认为他们虚荣心强，希望他们能放下蔑

视别人的心理和自身所谓的架子，与他人好好

相处。 而这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傲娇者

们常常被冠以类似的词句，甚至遭到他人的疏

远，造成其周遭人际上的困扰和障碍。 但小编

认为，这万万不是那些本意只是求赞的傲娇青

年们渴望看到的局面。

尽管如此， 傲娇有时也是正

常行为， 并非一种疾病。 在难过

时， 人们向他人直接倾诉的欲望

会降低， 这时会出现傲娇的典型

症状， 如选择嘴硬不说难处实则

内心渴望他人主动发现并前来关

怀抚慰。 这表明偶尔的傲娇与平

日性格里的直率并不冲突， 仅仅

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此外，傲

娇被定义为一种外冷内热的反向

作用， 又或者称其是一种自我保

护的心理。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

德说， 这是人们为了回避自己的

内心焦虑和抑制或掩盖自我的真

实自愿而做

出的行为，是

一种正常的

选择。正如近

半同学在调查中选择认为的那

样

:

傲娇是一种不直白及害羞的

表现。这一点在生活中也有体现，

人们在遇到尴尬而不知所措的局

面时或多或少都不做乃至做出相

反的举动来掩饰不安。由此看来，

傲娇并不是只出现于某类特定人

群身上， 它可能表现于每一个个

体， 只不过是频率快慢以及时间

长短不同罢了。

傲娇不是病

偶尔傲娇的小惊喜

“我下单了啊！ ”

随后， 你的下一份快递便搭上了飞驰的火车向你奔来，

紧接着，它下了交通工具，被放在了那个狭窄的快递中心的

储物间，和其它快递一起慢慢等着你。 而此时，你在干什么？

你拿着手机和室友研究图片和实物的差别，准备“剁手”下一

份双十一的订单……

这便是网购风靡之后产生的一个普遍的群体———“剁手

党”。 《壹心理》是这么定义这一群体的：“剁手党，专指沉溺于

网络购物的人群，以女生居多。 这些人每日游荡于各大购物

网站，兴致勃勃地搜索、比价、秒拍、购物。 周而复始，乐此不

疲。 ”然而小编想说的是，网购，事实上并非“剁手党”们想象

得那样划算。 他们常常买回大量无用的物品，却在事后意识

到问题，瞬间生发“剁手明志”的冲动，但购物瘾一犯即把决

心忘得一干二净，故而得名。 “剁手党”就在无休止的欲望与

后悔中之间反复摇摆，结果依然摆脱不了剁手党的大部队。

为什么“剁手党”们明明知道会后悔，却依然会继续“剁

手”呢？ 小编想试着来分析下这个让很多人深陷其中的心理

变化过程。 首先在轻击鼠标加入购物车的瞬间，你完全感受

不到纸币从手中流走所带来的“肉痛”，这也就大大减轻了财

物上的财务危机感。 紧接着当我们收到快递拆开包装，得到

期待已久的东西时的喜悦更增添了一种满足感。 最后，当这

种满足感肆意膨胀， 就会进一步地刺激了人再次购物的欲

望，久而久之渐渐成瘾。 最后的最后，你内心住进了一个小魔

鬼，一而再再而三的踩着“冲动是魔鬼”的步伐。

如果你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太大压力， 但却依然买个不

停，那你或许是染上一种从众的消费心理。 看到周围的人一

个个加入了淘宝的队伍，开始讨论哪家的东西质量又好又便

宜，他们热烈讨论刺激了你的好奇心，你想去看看，不想显得

与大家格格不入，于是从此踏上了走向“剁手党”的路。 和前

文那种“重度剁手党”相比，这样的“轻度剁手党”还是可控

的。

眼看着双十一临近，你是真的准备好“剁手”了吗？

（李逸涵 舒雅）

双十一，你准备好“剁手”了吗？

【心理科普】

香奈儿说：“我们不住在房子里，我们住在自己的衣服里

面。 ”

的确，对大多数女生来说，很多衣服挤满了那个不怎么

大的衣柜。 这些衣服要么丑了穿不出去了，要么肉多了塞不

进去，所以她们的衣柜里总是少了那么一件衣服，只能以不

断的增添新衣来发现这么一件衣服。 所以男生们一直很好

奇，女生为什么总是在买很多新衣服。

本期心理课堂，小编来和广大的男童鞋聊聊女生的这一

让你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通病”，从而更好的体会“女人心，海

底针”这么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对各位单身汪们绝对也是

“百利而无一害的”良药哟！

看点一：女生都是善变的动物，购物完全看心情

她们上午喜欢这件衣服下午就喜欢那件衣服了；今年流

行这个颜色和款式，明年一定会变；心情不好的话买衣服就

能高兴一天；衣服打折在她们看来等同于不要钱，不买就是

亏了……还有千万种，小编就不一一举栗子了，女生就是这

么滴善变，天底下没有不善变的女生，只是她们不愿意面对

而已。 怎么样，又没有说中你的“她”或者你心里的“她”呢？

看点二：女生都有“搭衣癖”，衣柜里永远少一件

买了一件大衣需要裙子搭，买了裙子又要靴子搭，买了

靴子又要短裤搭，差不多快搭好了，突然又想换一种风格，然

后买来一件机车皮外套，又要短

T

内搭，然后又发现还缺一

条高腰牛仔裤， 突然发现把高腰牛仔裤换成半身长裙更有

范。 你看到的“她”是不是每天不一样，没有一天重样的呢？

归根结底，在小编看来，人心都是不能满足的，那么女生

的心就更难满足了吧。

买，还是不买呢？

让我们先来一句哈姆雷特式的发问，再做一道算术题开

来解答各位男女童鞋的疑惑。

一个女生，如果她能活

80

岁，从

18

岁开始自己买衣服，

到

40

岁时已经不再过度追求外表了，她一生中可以自己选衣

服买衣服的时间也不过

22

年，就算每年十套衣服（套，不是

件），一辈子也就

200

多套衣服而已。

一个女生，爱美的女生，一辈子，

200

多套衣服就打发了。

所以，不管如何去算这个帐，真实描述也好，偷换概念也

罢，最主要一点是在能承受的起的前提下去买。 我们大多数

人都在花父母的钱，真的要掂量掂量。 我们都是大学生一枚，

为了以后整个衣柜的香奈儿、迪奥，现在不妨好好学习，为了

“白富美”奋斗吧。

（原梦晓 李颖敏）

女生的衣柜里天生就少了一件衣服

“能借给我

1200

块钱吗？ ”

2

月

13

日，新疆农业大学的张扬

扬向朋友借钱，说还贷款用。 在读的大学生，怎么会有贷款呢

?

张

扬扬说 ， 他是

2014

年

10

月初在网上贷款买了两部

iPhone6

Plus

手机，“送给女朋友一部，我自己留一部”。 张扬扬说，高档手

机算是奢侈品，向父母要钱不合适，分期还款会有些压力，但他

可以做家教挣钱还贷款。

在校期间，张扬扬通过兼职挣钱如期还贷。 “今年寒假比较

早，我回家后就没有了收入来源，不能顺利地还款了。 ”张扬扬

说，“网站工作人员打电话催我， 说若不及时还款会联系我的父

母。 ”（消息来源：《巨和资讯》）

除了

iPhone

手机， 还有一些其他的超水平消费也会让大学

生产生贷款消费的想法， 那这样不理性的消费行为到底是出自

怎样的心理呢？ 下面就让小编给你们说道说道。

1、盲从心理

盲从心理又叫从众心理，是指个体在群体的压力下，会放弃

自己的意见， 而采取和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 我们平时所说的

“随大流”就是一种从众行为，一般是因为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

心，对后果没有十分的把握，所以随大流以求心安。

如今“透支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消费理念，被广大同学

们接受，在盲从心态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借贷行为。

2、攀比心理

攀比心理指个体发现自身与参照个体发生偏差时，产生负面

情绪的心理过程。通常产生攀比心理的个体与被选作为参照的个

体之间往往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导致自身被尊重的需要过分夸

大，虚荣动机增强，甚至产生极端的心理障碍和行为。

部分同学在攀比心、虚荣心的驱使下，更容易做出非理性的

消费行为，而当个人或家庭的能力无法支撑时，借贷消费就成为

他们的首先。

现在许多商家都打着“分期付款

0

手续费

0

利息”的旗号去

引诱消费者，比如京东校园白条，天猫分期付。 这样的销售方式，

用化整为零，偷换概念的手法，让消费者不知不觉的踏入消费陷

阱。 作为大学生消费者，我们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经济条件和实际

消费需求，避免因盲从和攀比心理而逞一时之快贷款消费。

（苏雅 马兰）

【心理课堂】

【心理小贴士】

理性消息，拒做“负二代”

自从网络购物开始之后， 月光族的大军就越发的壮大起来，部

分同学总是因为各种原因囊中羞涩。 那么，如何保住我们的钱包不

瘦，接下来请看小编为你总结的四点方法：

1、克服攀比情绪。

克服攀比心态的治本之策在于树立合理适度的消费观念。在各

位有着严重攀比情结的妹子们准备在双“十一”来临之际好好显摆

显摆，来一场不见疯狂的“血拼”之前，小编给你支一招

:

购物前，先

瞧瞧你银行卡的余额，有没有瞬间透心凉了呢！剁手时，先浇上这么

一盆凉水，是最好的良药了。

2、拒绝盲目消费。

个人的盲目冲动不是独立，而是任性的表现。在购物时，同学们

要加强自我约束，及时控制购物的次数与频率，承担起社会责任与

家庭责任。 准确，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各种条件，在消费观念上不盲

从，不随波逐流，千万不要成为在月初大手大脚，到月末就口袋空空

的“月光族”哦！

3、培养科学理财观。

诺贝尔经济学奖罗伯特

?

清崎曾说过：“理财是测算你能留住多

少钱以及能让这些钱为你工作多久的能力。 ”因此，同学们要多一些

理性的规划与预算，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记账的良好习惯统计出本月

的总花费以及算出各类花费占总花费的百分比，看，消费是否合理，

记住“钱要使在刀刃上”。

4、积极参加文体活动。

在学习之余，各种社团活动，党团组织，志愿活动等精彩纷呈，

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一些活动， 从而减少购物时间，丰

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大学如此美好，光购物多没意思。大家应多进行

体育锻炼，强身健体；多阅读书籍，增长知识，祝大家轻松摆脱“购物

瘾”

!

（张祥 王满玉）

【心理实验】

滚蛋吧，剁手党！

湖北大学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

如果说人生像一

部电影， 大学生活无

疑是这出戏里最精彩

的一幕， 它充满了学

习、成长的挑战，隐藏

着困难、起伏和挫折，

有时候我们会迷茫甚

至沉沦， 有时候我们

感到痛苦， 无助……

湖北大学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的设立， 正是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在

大学期间得到更好的

学习与成长， 我们将

以“尊重 理解 接纳”

的方式来关怀人心 ，

尽力让每一位来访者

感到温暖， 获得心灵

的成长！

本校区地址：

大学生活动中心背面

2

楼

(88666383 88739571)

阳逻校区地址：

三栋学生宿舍侧面

1

楼

(89637001)

预约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11:30

14:00-17:30

；

周六

8:30-11:30

预约方式：

当面预约

/

电话预约

中心网站：

http://soft.psy.com.cn/

2008/hbdx/

湖 北 大 学

主页 “快速链接 ”栏 ，

点击“心理健康”

每周六晚

7

点佳

片有约， 期待您的光

临！ （详情见湖北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官

方

QQ

：

322948955

）

沙湖蕊报社征

稿启事

“有那么一个人，

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们一个像夏天 ，一

个像秋天， 却总能把

冬天变成了春天”。

沙湖蕊报社现面

向全校征稿。 请以“一

个重要的人” 为话题

作文，题目自拟，体裁

不限，

1000

字左右（文

末附作者姓名， 专业

年级及联系方式）

投稿方式：

请将

Word

文档

发送至邮箱：

3229489556@qq.co

截稿日期

:

2015

年

12

月

5

日

截稿后会选出优

秀 稿 件 刊 登 于 报 刊

上， 并给予作者稿费

和纪念品， 欢迎大家

踊跃投稿。

“傲娇”里的小秘密

插画设计：陈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