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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海洋
千年的星光

日常生活中袁星座常常会被谈及遥根据不同的出生日期袁我们会把自己归入不同的
星座中袁而我们所熟知的白羊座尧金牛座尧双子座尧巨蟹座等十二星座袁这些星座的背后
又有哪些故事呢钥 今天就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浴
星座起源于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袁 古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经那
里袁所以又叫野两河流域冶地区遥 古代巴比伦人将天空分为许多区域袁将其称之为野星
座冶袁不过那时候星座的用处并不多袁被发现和命名的更少遥
两河流域文化传到古希腊以后袁推动了古希腊的文化发展遥 古希腊天文学家对
巴比伦的星座进行了补充和发展袁编制出了古希腊星座表遥 至此袁星座文化初步形
成遥 到了中世纪袁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袁需要向外扩张袁
航海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遥 船舶在大海上航行袁随
时需要导航袁星星就就成了最好的指路灯遥 而在星
星中袁 星座的形状比较特殊袁 最容易观测袁因
正在
此袁星座受到了普遍关注袁星座体系就基本
阅读中的
成熟了遥 后来人们为它们赋予性格的
你是什么星座
特征袁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见到
呢钥 你是否相信星座
的星座占卜遥
占卜袁 按照占卜对你的铺
满天繁星袁 美丽而
就的道路一步步走下去钥 今天袁
又神秘袁
小编就为你们揭开这神秘传说背后的
秘密遥
野你很需要别人喜欢并尊重你遥 你有自我批判的
倾向遥 你有许多可以成为你优势的能力没有发挥出
来袁同时你也有一些缺点袁不过你一般可以克服它们遥
你与异性交往有些困难袁 尽管外表上显得很从容袁其
实你内心焦急不安遥 你有时怀疑自己所做的决定或所
做的事是否正确遥 你喜欢生活有些变化袁厌恶被人限
制遥 你以自己能独立思考而自豪袁别人的建议如果没
有充分的证据你不会接受遥 你认为在别人面前过于坦
率地表露自己是不明智的遥 你有时外向尧亲切尧好交
际袁而有时则内向尧谨慎尧沉默遥 你的有些抱负往往很
不现实遥 冶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与你素未谋面袁但这段话
的描述是不是很符合你的性格特点钥 不要哑然袁其实
以上这段文字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一位名为伯特伦窑弗
瑞尔的教授从星座书上随手抄下来的文字遥 在课上弗
瑞尔教授先让学生完成一份性格测试袁并向学生们反
馈测试结果袁当然不是真正的结果袁而是以上的这段
文字袁可是有趣的是袁87%的学生都认为这个性格测试
非常准浴 这就是心理学上的野巴纳姆效应冶袁即院人们会
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尧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
自己遥 即使这种描述十分空洞袁人们仍然认为这反映
了自己的人格面貌遥
其实再仔细
观察十二星座的
心理学效应袁你
会发现处于十二
星座下的性格特
征描述都是大而
化之袁 各种星座
之间并没有什么
明显的界限遥 说
到这里袁 那些星
座说的忠实拥趸
者们也许要愤愤
不平了袁 在他们

星
座
占
卜

背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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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在它们的背后袁又有着怎样精彩动人的故事呢钥
传说袁生性凶猛的人马部落中善良的奇伦为了部落袁为了朋友袁为了化解朋友赫五
力与族人间的争斗袁被朋友用神箭射穿心脏袁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到院野再锋利的箭也
会被软弱的心包容曰再疯狂的兽性也不会泯灭人性遥 冶后来袁奇伦的身体碎成了无数的
小星星袁飞到了天上袁它们聚集在一起袁好象人马的样子袁而那只箭还似乎就在他的胸
前遥 射手座因此被赋予善良勇敢的个性曰乐观的王子和粗心的公主骑着金色长毛的公
羊躲避善妒的王后的残害袁这个美丽浪漫的传说则属于白羊座 曰愿为对方付出生
命的兄弟二人诠释了双子座的深情厚谊曰公主美洛与索萨之间的爱情冲破巨蟹的
诅咒噎噎十二星座袁每一颗星星都在散发光芒袁被写成
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袁 而每一个故事背后都寄托
着人们的美好愿望遥
星座的故事袁 跨越千年时间长河袁把
灿灿星辉洒向人间袁你的星座背后
又有什么样的美丽故事呢钥
（赵彩萍）

看来袁
星座文化能够给
予他们一种人生导向袁星座
占卜的预测趋势也是颇为正确的遥
其实袁这是一种证实性偏差袁即当我们确立
了某个信念或者观念时袁在收集信息和分析信
息的过程中袁 就会产生一种寻找支持这个信念
的证据的倾向遥
想必你一定经历过野一说曹操曹操就到冶的巧
合袁这类巧合会让你的记忆特别深刻袁但仔细想想袁
在你不知不觉中已经说过无数次曹操袁 只是你不记
得罢了遥 星座占卜也是如此袁当发生与星座描述一致
的巧合时袁你会特别留意关注袁并且记忆非常深刻曰相
反如果星座不准袁 你也会一笑而过不再继续较真袁渐
渐也就与之野相忘于江湖冶了遥 最后剩下在你脑袋里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关于星座的巧合袁由此也会形成星座
占卜非常准的错觉遥
当然袁也有很多人反映说星座占卜所预测的趋势
十分准确袁他们根据其铺就的道路获得了成功遥 这其
实是一种罗森塔尔效应袁也称皮格马利翁效应或者期
待效应袁指人们基于对某种情境的知觉而形成的期望
或预言袁 会使该情境产生适应这一期望或预言的效
应遥 简单来说就是袁人们受到怎样的暗示袁就容易产生
怎样的结果遥 从这一角度来看袁星座占卜中的野好结
果冶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袁能够使人在一定程
度上朝野预言冶方向前进浴
神秘的星座占卜背后袁实质是心理野作祟冶袁这种
种巧合也都可以在心理学中找到科学合理的解释袁故
我们要正确看待星座文化袁既不狂热袁也不轻视袁保持
客观理性遥
（高子雯）

你的塔罗牌
日新月异的中国带给当今的年轻人的不仅仅是机
遇袁更多的是挑战遥 最初的时候袁我们满怀热忱袁想要追
求自己的梦想袁或是出人头地袁或是踏遍大好河山袁或
是守着自己的一方小天地袁岁月静好遥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袁工作袁学习袁感情袁家庭袁亲
人袁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平衡遥 我们疲惫不堪袁我们分身
乏术袁很想一走了之袁却没有野世界那么大袁我想去看
看冶那样一走了之的勇气遥
于是袁当我们内心需要安慰需要纾解的时候袁很多
年轻人会选择用塔罗牌来测算自己的运势遥 古老的塔
罗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袁与我国的叶周易曳一样袁起源成
谜遥
塔罗牌的起源一直是个传说袁 有人说它来自于古
埃及袁是埃及的野王道冶袁所以它具备正确的判断力遥 有
人说它来自于意大利袁是魔鬼的图册遥 但是大多数人认
为袁塔罗牌起源于古犹太人袁经过千年的流传演变袁几
经战乱与打压袁最终存活了下来遥
如今的塔罗牌版本众多袁 测算者通过抽牌来让占
卜者解读袁每一张牌都具有独特的意义袁它们都具有正
位释义和逆位释义遥 塔罗牌与星座是相辅相成的袁解读
塔罗牌也和星座密不可分遥
事实上袁有的时候袁塔罗牌和星座一样袁给予我们
的袁也许有的时候会是帮助袁其实更多的是指引我们方
向以及心理安慰罢了遥
野信则灵袁不信则不灵冶遥

如今的年轻一代精神压力都很大袁 工作或学习面
临的挑战接踵而来袁如何跟上时代的脚步袁如何不被社
会所淘汰袁如何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之中不迷失方向袁没
有人告诉我们答案遥 万事到最后袁大抵靠的还是我们自
己遥
如何搞好人际关系袁如何能够得到上司的赏识袁如
何成功通过那永无止境的考试袁 这些并不是测一次塔
罗牌就可以解决的遥 我们只有从自身做起袁乐观一些袁
微笑一些袁体谅一些袁少说话袁多做事袁努力的充实自
己袁哪怕结果并不如你所预想的那么美好袁你也变得更
加美好了不是吗钥
走上社会后的年轻人很多开始迷失自我袁 逐渐屈
服于社会的价值观袁屈服于金钱袁屈服于权势袁开始变
得面目狰狞袁开始斤斤计较袁开始争名夺利袁开始袁失去
了初心遥
所以袁时常慢下脚步袁或是与许久未见的好友吃一
顿饭袁或是陪父母饭后散散步袁或是重拾当初让你感动
的影片袁或是午后的沙发上看一本书袁或是去香烟弥漫
的寺庙听一听梵音袁或是去测一次塔罗牌遥
人总是要给自己松一松那绷的太紧的弦的袁 别被
那些悲观所控制袁通过这些小信念袁开始放松自己遥 要
知道袁坏事的结局总会是好的袁如果还没好袁那再等等
看遥
（徐婕妤）

心理
小测试

本心理测试是由中国现代心理研
究所以著名的美国兰德公司渊战略研究
所冤拟制的一套经典心理测试题为蓝本袁根据中
国人心理特点加以适当改造后形成的心理测试
题袁快来测试一下吧遥
注意院每题只能选择一个答案袁应为你第一印象的
答案袁把相应答案的分值加在一起即为你的得分遥
1尧你更喜欢吃那种水果钥
A尧 草莓 2 分
B尧 苹果 3 分
C尧 西瓜 5 分
D尧菠萝 10 分
E尧橘子 15 分
2尧你平时休闲经常去的地方
A尧郊外 2 分
B尧电影院 3 分
C尧公园 5 分
D尧 商场 10 分
E尧 酒吧 15 分
F尧 练歌房 20 分
3尧你认为容易吸引你的人是钥
A尧有才气的人 2 分 B尧依赖你的人 3 分 C尧优
雅的人 5 分 D尧善良的人 10 分 E尧性情豪放的人 15
分
4尧 如果你可以成为一种动物袁 你希望自己是哪种钥
A尧猫 2 分 B尧马 3 分 C尧大象 5 分 D尧猴子 10
分 E尧狗 15
F尧狮子 20 分
5尧天气很热袁你更愿意选择什么方式解暑钥
A尧游泳 5 分 B尧喝冷饮 10 分 C尧开空调 15 分
6尧如果必须与一个你讨厌的动物或昆虫在一起生活袁你
能容忍哪一个钥
A尧蛇 2 分 B尧猪 5 分 C尧老鼠 10 分 D尧苍蝇
15 分
7尧你喜欢看哪类电影尧电视剧钥
A尧悬疑推理类 2 分 B尧童话神话类 3 分 C尧自然
科学类 5 分 D尧 伦理道德类 10 分 E尧 战争枪战类
15 分
8尧以下哪个是你身边必带的物品钥
A尧 打火机 2 分 B尧 口红 2 分 C尧 记事本 3 分
D尧纸巾 5 分 E尧手机 10 分
9尧你出行时喜欢坐什么交通工具钥
A尧火车 2 分 B尧自行车 3 分 C尧汽车 5 分 D尧
飞机 10 分 E尧步行 15 分
10尧以下颜色你更喜欢哪种钥
A尧紫 2 分 B尧黑 3 分 C尧 蓝 5 分 D尧 白 8 分
E尧黄 12 分 F尧红 15 分
11尧 下列运动中挑选一个你最喜欢的 渊不一定擅长冤钥
A尧 瑜珈 2 分 B尧 自行车 3 分 C尧 乒乓球 5 分
D尧拳击 8 分 E尧足球 10 分 F尧蹦极 15 分
12尧如果你拥有一座别墅袁你认为它应当建立在哪里钥
A尧湖边 2 分 B尧草原 3 分 C尧海边 5 分 D尧森
林 10 分 E尧城中区 15 分
13尧你更喜欢以下哪种天气现象钥
A尧雪 2 分 B尧风 3 分 C尧雨 5 分 D尧雾 10 分
E尧雷电 15 分
14尧 你希望自己的窗口在一座 30 层大楼的第几层钥
A尧 七层 2 分 B尧 一层 3 分 C尧 二十三层 5 分
D尧十八层 10 分 E尧三十层 15 分
15尧你认为自己更喜欢在以下哪一个城市中生活钥
A尧 丽江 1 分 B尧拉萨 3 分 C尧昆明 5 分 D尧
西安 8 分 E尧杭州 10 分 F尧北京 15 分
（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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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野沙湖蕊报社冶

责任编辑院李诗睿
欢迎投稿院32294895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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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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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次擦肩而过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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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论就此遇见，我们的
相遇或偶然或是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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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视而笑，温暖在眼
里静静流淌。
沙湖 蕊 报社 现 面
向全校征稿啦！请以
“遇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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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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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聚焦

“生来就是孤独”
？
谈谈孤独感
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越长大越孤单，
越长大越不安。”
随年龄增长，
我们对
“孤独感”
这三个字愈加深刻，
大学生的孤独
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许许多多相关的文章、
歌曲讲述着这同一个话题，
你是否也感同身受？难道正如歌手李志唱到的我
们“生来就是孤独”？今天，让我们来谈谈孤独感。

进入大学后袁越来越多的人容
易感觉到野孤独冶袁这种感觉难以名
说袁但是却确实存在要要
要我们常说
的野孤独感冶到底是什么钥
孤独感(loneliness)是指当我们的社会关系欠缺某种
重要特征时所体验到的主观不适遥 这种缺陷可能是数量
上的,也可能是质量上的遥 心理学家认为袁孤独感反应了
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状态, 特别是指人们的内心世界是
不可能被分享的遥 大学生的孤独感也概莫能外遥 今天袁小
编就带你走进内心深处的孤独院 你孤独的感受是孤独的
吗钥 我们大学生的孤独感由是从何而来钥
这次问卷一共发放 226 份袁有效回收 226 份遥 调查显
示袁 基本上所有大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感觉过孤独袁
28.32%的同学表示时常会有孤独的感觉袁62.39%的同学
偶尔感到孤独袁 只有 9.29%的同学表示自己几乎从未感
觉到孤独遥 总体而言袁孤独是一种大学生普遍的感受袁不
论程度的深浅尧感受出现频率的高低袁我们大学生群体中
的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孤独遥
那么袁这种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钥 还是在成长过程
中逐渐加深的钥 面对提问 野你有没有感觉 耶越长大越孤
单爷钥 冶袁超过三分之二的同学的回答是肯定的院69.03%的
同学坦言现在的自己比小时候更容易感到孤独袁而
30.97%的同学则对此没有太深的感触袁 认为现在和小时
候的状态差不多袁并没有更容易感到孤独遥
多数人 野越长大越孤单冶 的感受到底是受什么因素

立冷静思考创造条件袁类似
的回答还有野专心做自己的
事冶尧野认真思考问题冶等遥 由
此可见袁虽然孤独感会给我
们带来负面的感受袁然而袁依旧有人能够化负面情绪为正
面情绪袁在孤独感中冷静自我尧沉着思考袁进而得到提升遥
为避免孤独感的负面能量对我们的身心造成消极影
响袁排解孤独成为了许多人关注的问题遥 调查后袁小编将
所有同学的排解方法大致归类于两类院 向外界寻求帮助
和自我消化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近四分之三的同学选择自我
排解孤独袁而 24.34%的同学习惯于向外界求助袁与朋友尧
家人尧恋人等一起排解孤独遥 小编认为袁自我排解孤独这
一情绪转化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野孤独冶的袁与其
说这是排解孤独袁不如说这是习惯孤独尧正视孤独袁用孤
独的正面影响来自我完善尧提升遥
那么袁 近四分之一的同学所习惯的增加与外界的联
系排解孤独的方法在大家心目中的效果如何呢钥 对在针
对向外界寻求帮助以排解孤独的有效性提问时袁 大部分
同学认为与外界联系更紧密能从不同程度上缓解孤独院
55.31%的同学认为增加与外界联系对排解孤独有一定效
果袁31.86%的同学认为与外界联系更紧密能有效排解孤
独遥 还有 12.83%的同学觉得外界帮助对排解孤独并无作
用遥 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尧不同的经历袁选择排解孤
独的方法及效果也不尽相同袁然而袁不可否认袁必要时候袁
我们也要学会想外界寻求帮助遥

对于感到孤独，
你或许不是孤独的
呢钥 如今的我们袁感到孤独的原因又有什么改变呢钥 当问
及孤独感来源时袁 过半的同学觉得孤独感来源于自身院
33.63%的同学认为自我认同感的缺乏导致了他们如今的
孤独袁27.88%的同学表示对未来感到迷茫加剧了自身孤
独感遥 同时袁近三分之一的同学则表示孤独感源于外界因
素院27.43%的同学表示自己的孤独感来源于对人际关系
的不满意袁6.19%的同学认为大学陌生环静造成的不适应
感导致了如今自己的孤独感遥 除此之外袁还有 4.87%的同
学对孤独感来源有着其他想法院如心情随天气变化尧自身
定位与实际环境的差异尧生活不够充实尧自己单身而身边
出现对对情侣等遥 纵观调查结果袁小编发现袁所有同学对
孤独感来源的回答不外乎自身因素与外界因素影响遥 当
自身定位缺失或自身定位与现实产生落差袁 我们便容易
产生迷茫要要
要对自身的迷茫袁对未来的迷茫袁或不知道该
做些什么遥 而这种迷茫尧无所事事又加深了我们内心的空
虚感袁这时的我们就容易开始野思考人生冶袁孤独感更甚曰
而另一方面袁外界的因素渊如陌生的生活环境尧人际关系
的不如意等冤则容易使我们产生孤立无援的无助感袁从而
加剧内心的孤独感遥
孤独感是否只能带来负面影响钥 在本次调查中袁小编
发现袁 虽然过半同学表示孤独感让自己陷入焦躁和空虚
的情绪袁 但是还有 38.05%的同学认为孤独感能给自己独

二十一世纪大学生的网络依赖与孤独感
实际上袁大学生孤独感的构成并不
是如此简单遥 2004 年袁李艺敏尧蒋艳菊尧
李新旺等人的研究中袁大学生的孤独感
构成被分为社会孤独感尧 人际孤独感尧
自我孤独感尧发展孤独感遥 该研究至今
仍有一定的适用性遥 然而袁2017 年的今
天与 2004 年的最大区别就是互联网的
发展尧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遥 事实上袁大
学生的网络依赖与大学生孤独感之间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遥
姜永志尧白晓丽的研究显示袁渊1冤不
同孤独水平的大学生在手机依赖总分
及其它四个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袁且
高孤独感组的手机依赖水平高于低孤

独感组; 渊2冤手机依赖与孤独感和网络
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袁网络社会支持与
孤独感显著负相关; 渊3冤网络社会支持
在手机依赖与孤独感之间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遥 叶大学生手机互联网依赖与孤
独感的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曳
一文中提到袁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普遍
存在袁来自网络的社会支持能够降低孤
独感袁但是袁这种孤独感是网络虚拟条
件下的孤独感袁网络社会支持缓解孤独
感的前提是需要手机上网袁而这又可能
直接导致大学生手机依赖袁如张锋等人
研究就显示袁当个人所获得的网络社会
支持越高时袁会需要更多的网络互动来

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袁 并且容易产生难
以自拔的上网渴望与冲动袁 若突然被迫
离开网络袁就容易出现空虚尧心情低落等
戒断性情绪反应遥简而言之袁即网络社会
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降低网络孤独
感袁但却增加了现实孤独感遥
研究指出袁 当代大学生应该正确区
分现实与虚拟网络袁 通过网络社会支持
固然可以获得暂时的心理慰藉袁 获得自
尊和满足感袁 但当网络与现实之间的距
离被大学生无限放大的时候袁 大学生将
可能沉溺于手机社交尧手机网络游戏袁而
弱化了现实社交能力的培养遥

孤独，
也可以是一个人的狂欢
研究者认为袁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
是一种以自我需要满足为基点的价值
观, 表现为在自我价值基础上对个人与
社会关系的一种整合遥 换言之袁对于我
们大学生而言袁社会是我们发展的客观
环境袁 现实是我们发展的前提条件袁我
们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想要达到改造
社会的目的遥 然而袁在这个过程中袁我们
遭遇的社会现实与个人欲望产生鲜明
对比时袁我们便会产生落差感尧孤独感
与痛苦感遥 而大学时期是个体真正认识
自我的时期袁我们通常会把自我分化为

主体的我渊自我评价的形象冤和客体的
我渊他人评价冤遥 当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
形象产生巨大差别时袁 孤独感便会产
生遥 同时袁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从青春期
向成年期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野自我同
一性冶概念形成尧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时
期遥 我们面临着许多抉择袁未知的未来
同意使我们产生怀疑尧不安尧孤独等多
种情绪遥 而对手机的依赖又让我们身处
现实与虚拟世界的夹缝袁网络孤独感降
低的同时又增加了现实孤独感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 如何有效地正视尧

排解孤独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遥
要解决问题袁首先要发现产生问题的根
本原因遥 是社会现实与个人欲望的对
比钥 是主体与客体自我的落差钥 是面对
未来难以抉择钥 还是虚拟世界带来的现
实孤独感钥 发现问题节症后袁就能够野对
症下药冶袁有效解决问题遥
立足当下尧享受生活袁学会正视自
己的内心袁 学会接受理想与现实的落
差袁学会积极改变袁学会平衡虚拟世界
与现实世界袁孤单袁也可以是一个人的
狂欢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