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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主要内容

快速和谐——幸福的心脑路径

疾病与健康的身心关系

以终为始——幸福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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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心理健康的几点认识



一、健康的新观念与本课开设的目的、意义

1、健康的新观念

古希腊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难以表现，文化无从施展，
力量不能战斗，财富变成废物，知识无法利用。

阿拉伯有句谚语：有了健康就有希望，
有了希望就有了一切。



什么是健康呢？

传统观念认为：无病即健康

心身医学的格言：“人有病，不
应理解只是发生在细胞或器官上，
而是发生在人的身上。”

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时，
在宪章中把健康定义为：

健康乃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都日臻完满的状态，
而不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



心理过程

个性心理

知(认知过程)-----

情(情绪和情感)-----喜怒哀乐等

意(意志)----- 克服困难的过程

个性倾向性-----

个性心理----- 能力,气质,性格

感觉,知觉,记忆,思维, 

想象和言语等

需要,动机,兴趣,信念,理
想,世界观,价值观等

个性的自我调节-----自我意识

心

理

现

象



心理健康的标准

一．自我意识明确（包括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控制）。

二．在与他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能够根据道德原则而选择交往，在
不违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圈。

三．正视现实，接受现实（不逃避现实，对困难挑战）。

四．热爱生活，乐于工作。

五．能协调与控制情绪，心境良好，积极情绪总是占优势，能适度地
表达控制自己的情绪，喜不枉、忧不绝、胜不骄、败不馁、谦而
不卑、自尊自重。

六．人格和谐完整：人格结构包括气质、能力、性格、理想、信念、
动机、兴趣、人生观等能平衡发展。人格作为人的整体的精神面
貌能够完整、协调、和谐地表现出来，思考问题方式是适中的合
理的。

七．智力正常（>70）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是观察力、记忆力、
想象力、思考力和操作能力的综合 。

八．心理行为符合年龄特征



对心理健康的理解

1、判断心理健康应兼顾内外两方面

2、心理健康有不同层次

3、心理健康是一种状态，更是一个过程

4、心理健康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生态度



材料：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是一种身体、精神和交往上的完美状态，而不只是身

体无病。根据这一定义，经过严格的统计学统计，人群中真正健康（第一状态）

和患病者（第二状态）不足2/3，有1/3以上的人群处在健康和患病之间的过度状

态，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第三状态"，国内常常称之为"亚健康"状态。"第三状

态"状态处理得当，则身体可向健康转化；反之，则患病。因此，对亚健康状态

的研究，是下个世纪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健康状态人群机体虽无明确疾病，却呈现出活力降低、反应能力减退、适应

能力下降等生理状态，通常表现为：情绪低落、心情烦躁、忧郁焦虑、胸闷心悸、

失眠健忘、精神不振、疲乏无力、腰背酸痛、易感疾病等。



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每天领取谋生钱，多也喜欢，少也喜欢；
少荤多素如三餐，粗也香甜，细也香甜。
新旧衣服不挑拣，好也御寒，赖也御寒；
常与知己聊聊天，古也谈谈，今也谈谈。
全家老少互慰勉，贫也平安，富也平安；
早晚操劳勤锻炼，忙也乐观，闲也乐观。
心宽体健养天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灰色区理论

白 灰色区域 黑

纯白 浅灰色 深灰色 纯黑

服务对象 完全健康 由各种生活、人际关系而
产生心理冲突与困扰的人

各种人格异常
的人

精神病患者

服务模式

服务人员

无须 咨询心理模式

心理咨询员，社会工作者

临床心理学模
式

心理医生

医学模式

精神病医生



心理问题的程度

（1）心理困扰。主要是指各种适应问题、应激问题、
人际关系问题等。

（2）心理障碍。主要是指神经症、人格异常和性心理
障碍等轻度心理失调。

 (3) 精神病。指人脑机能活动失调，丧失自知力，不
能应付正常生活，不能与现实保持恰当接触的严重的心
理障碍。



心理的“正常”和“异常”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和绝对
的界限，一般认为，人的心理及行为是一个由“正常”
逐渐向“异常”、由量变到质变，并且相互依存和转
化的连续谱。因此，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心理问题，即人的心理问题是普遍
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对心理障碍，尤其是神经症和人格障碍的诊断，是一项
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所谓正常与不正常的划分标准，是相
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而且，正常与不正常的判别，还受一定的文化环境的影
响。在某种范围内看似异常的行为，在另一种环境下就不
足为奇了。

 因此，心理疾病的确诊是十分困难的，最好不要盲目进
行自我诊断，自我定论。看见书上写了一些症状，就往自
己身上套，这种做法是极为有害的。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有
不能解决的问题，应主动请教专家或医生。



提问：你眼里的心理咨询？

澄清：心理咨询的五个不等式

第一 心理问题≠精神病

第二 心理学≠窥见内心

第三 心理咨询≠无所不能

第四 心理医生≠救世主

第五 心理咨询≠思想工作



 疾病与健康的身心关系



癌症的身心关系

从1952年至今, 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

C型行为与癌症有关

C型行为特征：不善于宣泄和表达而过分压抑自己的

负性情绪, 如严重的焦虑、抑郁等, 并表现出相应的一

系列退缩行为, 如屈从和迁就他人、回避矛盾



癌症的身心关系

自主权和控制权可以延年益寿；无助感会导致死亡

实验设置 1个月后

组1：70%战胜了癌症

组2：27%战胜了癌症

组3：50%战胜了癌症

 组1：有电击，但可

以逃走

组2：有电击，但不

可以逃走

组3：无电击

在实验开始前注入癌细胞 1个月后的存活率



癌症的身心关系

无助感与免疫系统疾病的关系

研究者在无助老鼠身上发现，他们免疫系统减弱了。

血液中的T细胞不再快速生长

脾脏中的NK细胞也失去了杀死入侵者的能力。

结论：无助感会导致免疫系统的减弱



冠心病的身心关系

在我国有冠心病病人1０００万人，每年新增３００

万人。

冠心病的影响因素众多，如高脂、高糖、吸烟等，而

心理社会因素作为独立危险因素日益受到重视。



冠心病的身心关系

 美国心脏病医生梅伊&弗瑞德曼在诊室里接待了一位来修家具的家

具商。家具商说他一定是接待了许多焦虑不安的人，医生问他为什

么？他说办公室里沙发和椅子的手柄磨损得特别快，这表明医生的

许多病人坐下以后都必定是焦虑不安地握住扶手。根据这一灵感，

弗瑞德曼和他的同事瑞.罗森曼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工作，最后形成了

A型行为类型的理论。



冠心病的身心关系

A型行为可能与冠心病危险性增高有关的生活方式。

其特征是精力和驱动力始终强烈，即使在休闲活动中

也像在工作时一样处于高水平竞争状态，当不能完成

目标或超过最后期限而遭遇挫败时有明显的敌意。



抑郁症的身心关系

完美主义与抑郁存在高度正相关

完美主义者特征：

1.求好心态

2.矛盾心态

3.追求完美

4. 固执性格

5.领袖气质

6.懂得克制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vRj-XMPcBILGN_sFDJghXKiqm2XvUxodm4XvnWdIJ0qJ9_LrX83GUUwpwRUoxQhaDWz9aXQyT67rD1oeI9Gl_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vRj-XMPcBILGN_sFDJghXKiqm2XvUxodm4XvnWdIJ0qJ9_LrX83GUUwpwRUoxQhaDWz9aXQyT67rD1oeI9Gl_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vRj-XMPcBILGN_sFDJghXKiqm2XvUxodm4XvnWdIJ0qJ9_LrX83GUUwpwRUoxQhaDWz9aXQyT67rD1oeI9Gl_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vRj-XMPcBILGN_sFDJghXKiqm2XvUxodm4XvnWdIJ0qJ9_LrX83GUUwpwRUoxQhaDWz9aXQyT67rD1oeI9Gl_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vRj-XMPcBILGN_sFDJghXKiqm2XvUxodm4XvnWdIJ0qJ9_LrX83GUUwpwRUoxQhaDWz9aXQyT67rD1oeI9Gl_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vRj-XMPcBILGN_sFDJghXKiqm2XvUxodm4XvnWdIJ0qJ9_LrX83GUUwpwRUoxQhaDWz9aXQyT67rD1oeI9Gl_


压力与生理疾病的关系

早期的生存压力更加容易诱发高血压，并且在高血压

发病期间有更强的炎症反应。

长期处于压力中，免疫系统能力减弱，以及炎症反应。

长期处于抑郁和压力中，会让大脑萎缩。



心理状态与生理疾病的关系

A型行为-心脑血管疾病

C型行为-癌症

完美主义人格特质-抑郁、自杀

长期焦虑、压力-睡眠问题、老年痴呆、免疫系统疾病、代

谢类疾病和炎症反应



积极心理状态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乐观与长寿的关系

中国长寿老人的特征：



乐观与长寿的关系

长寿修女的特征





 幸福的基石-------心理健康



荣 格

“我深信，心灵的探讨必定会成为未来一门重要的科
学，这是一门我们最迫切需要的科学，因为世界发展
的趋势显示，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荒、地震、病
菌，而是在于人类本身；因为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
没有任何适当的方法来防治远比自然灾害更危险的人
类心灵疾病的蔓延。”



必须让人们认识到，健康并不代表一切，但失去了健康，
便失去了一切。

--- 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马勒博士

心理疾病比起生理疾病为数更多，为害更烈。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心理疾病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
心理学专家断言，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断推进，
竞争日益激烈，人们的心理疾病不断增多。未来几年，
心理疾病对自身生存和健康的威胁，将远远大于一直
困扰人们的生理疾病。在中国，心理疾病造成的死亡
已排在各种疾病的首位。从青少年到中年乃至老年，
心理问题都会严重影响到学习‘工作、人际关系及身
体的健康。

 ————中国红十字会全民健康教育项目办公室



我们的周围，压力无处不在

看不见的危机，

步步紧逼！！



学 历 贬 值

国家统计局数据：

2002年，全国在校大学生已达903万

人；2003年，北京高考录取率已达

70%，上海更高达81%，超过中等发

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靠一纸大学文凭就高枕
无忧的日子,已经一去不
复返！！



精神压抑

 无休无止的工作、巨大的压力、

无时不在的电子邮件、1天24小

时全天候待命……

 精神萎靡、感觉疲倦、经常失眠、

心情郁闷……

 北京市心理卫生协会提供的数据

显示：城市中25％的人存在显性

或隐性心理障碍。“其中一半人

又是占社会少数的白领阶层。”

工作学习恐惧症
正在流行……



健康透支

北京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连续3

年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白领

约有70％处于亚健康状态，

而在高血压人群中，约20％

是35岁以下的白领。

年轻时拿命换钱、
年老时拿钱换命……



 他是曾经的化纤厂医院主力外科大夫，获得了“郑一刀”这样的表示认可的称
呼。他是蜗居者，冬睡客厅夏睡阳台。年过四十娶不上老婆的他，还有点结婚狂，
“找女友就想找有房子的女人”。他认为前领导欺负他，同事嘲笑他，指责母亲
“害了他”，并最终选择了报复社会。

对孩子一阵狂砍后，被制服时，他一直重复“我对社会不满”这一句话



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急功近利的思想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教育联盟的瓦解
——在孩子面前展示成人的矛盾

忽视孩子的人格和情感
——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教育领域的唯意志论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问题

面对学习生活中的激烈
竞争，很多学生会产生
焦虑不安，忧虑重重。

频繁的考核、竞赛，高强度
的学习任务，满负荷的课余
安排等都可能造成学生精神

紧张，心情压抑。 面对学习生活中的不
如意，学生的自信心

会受到挫伤

在家长“望子成龙”、
老师“盼生成钢”的高期
望值下，学生心理负担

日益加重

班级中的后进生，由于
在学习、行为等方面表现的
不如人意，经常受到家长、

老师的批评指责，往往
容易产生自卑和自暴自弃

的心理。



实施心理健康教育之重要性

一位集中营生还的犹太人吉诺特写了一封信给老师们，信中说：
「亲爱的老师，我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我看到了一般人未见之
处，瓦斯房是由博学的工程师建造，儿童是由受过教育的医生
所毒死，婴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谋杀，妇女和婴孩被知识分子
射杀、焚烧。所以，我怀疑教育。我的请求是，希望你们帮助
学生做一个有人性的人，永远不要让你们的辛劳制造出博学的
野兽、身怀绝技的精神病人或受过教育的怪人。读写算等学科
只有用来把我们的孩子教得更有人性时，才显得重要。」



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2010年10
月20日深夜，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
死亡，此后驾车逃逸至郭杜十字路口时再次撞伤
行人，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后被公安机关释
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
陪同下投案。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检察院
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了公诉。2011年4月
22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药
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5498.5元。
5月20日电 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药家
鑫案二审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http://baike.baidu.com/image/6f470395939671447af4801f
http://baike.baidu.com/image/6f470395939671447af4801f


高一新生小G以优异的成绩考
上了理想的中学，但他却放弃了。
在第一次月考中取得的成绩很不
理想，面对这低分的成绩，小G逃
避了，他一声不吭地就离开了一
个多月的同学，离开了学校。



2004年9月17
日，广州某学校
有一新生入学仅
两天，因无法适
应新环境。在连
续两晚失眠后，
在宿舍楼跳楼自
杀。

http://www.lqzhgz.cn/uploadfile/课件图片/跳楼短片，因为剪吾到就用咗动态图.gif
http://www.lqzhgz.cn/uploadfile/课件图片/跳楼短片，因为剪吾到就用咗动态图.gif




未完成作业被老师批评
，16岁高中生服毒自杀



刚从兰州大学毕
业3个多月 阿文的大学毕业

证书。

自
杀
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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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女大学生减肥失败竟自杀 一名在校女大
学生因为减肥失败而服药自杀，幸被其家人及时发
现送到医院进行抢救，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news.files/Img240749201.jpg


 当今，我们的孩子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我们告诉他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我们并没有告诉
他们在受到伤害、面临人生挫折的时候该怎么办？



 许多青少年自尊心底下，无力发展交往关系。他们
的生活终日充满着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另外一些出生
问题家庭，父母没有时间坐下来倾听孩子的心声，也
无力帮助孩子们处理生活中的难题，我们该怎么有效
地帮助他们呢？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教师工作压力

以上统计结果表明，有34.60%的被调查教师反映压力非常大，有
47.60%的被调查教师反映压力比较大，两者加起来占到了被调查
教师的82.2%，说明绝大部分教师都感觉压力比较大，教师的压力
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必须关注的问题之一。



工作倦怠

近30%的被调查教师存在严重的工作倦怠；有86%的被调查
教师存在一定的工作倦怠

工作倦怠(Job Burnout)，简称倦怠(Burnout)，是指个体
因为不能有效地应对工作上延续不断的各种压力，而产生的一种
长期性反应，包括情绪衰竭，玩世不恭或者去人性化和成就感低
落。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有38.50%的被调查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只有
28.80%的被调查教师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好。国内现在正在
提倡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生的心理健康。
而从调查结果来看，有近40%的被调查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
状况不佳， 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教师如何去培养心理健康的
学生？我们又如何能保证这批教师的教学质量与效果？因此，
在我们推行教育与教学改革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教师的心理
状况。



教师心理健康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

（1）教师不健康的心理可能直接导致学生的心理障碍，
尤其是喜怒无常的情绪状态和暴躁怪戾的性格，会成为造
成学生心理障碍的直接原因。

（2）教师不健康的心态会影响正常的师生关系

问卷调查：“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好比是——与——的关系。”
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感受是消极的：猫与老鼠、统治者与
被统治者、警察与小偷、老虎与兔子、法官与罪犯、暴君
与复仇者、监狱长与囚犯、留作业的工具与做作业的工具、
棍子与懒驴……（近半数学生对部分老师感到害怕，并非都是差生。）

（3）教师不健康的心态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生活态度

在学习困难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绩不良是同教师
的消极态度有关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教师的错误观念（逃课事件）



美国全国联合会在《各级学校的健康问题报告》里专门指出：
由于情绪不稳定的教师对于儿童的决定性影响，就不应该让
他们留在学校里。一个有不能自制的脾气，严重的忧郁，极
度的偏见，凶恶不能容人，讽刺刻毒或习惯性谩骂的教师，
其对于儿童心理健康的威胁，犹如肺结核或其他危险传染病
对儿童身体健康的威胁一样严重。

一个人心理不健康祸及的是他自己及其家人，而一个教师
心理不健康祸及的可能是一大批或许多批学生。



教师心理不健康是引起学生心理不健康的病源。

只有心理健康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心理健康的学生。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治标又要治本，这个“本”就是提高广大
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

与此同时，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教师自己的工作质量和
生活质量。因此也是教师自己的事情。



提升幸福感几点建议



提升幸福感几点建议

1、情绪管理

2、合理认知

3、善待大脑



情 绪 管 理



心平气和：澄清透明

悲伤：白色沉淀。

愤怒、生气：白鼠死亡。

美国生理学家艾尔马的实验研究：将
人在不同情绪状态下呼出的气体收集在
玻璃试管中，冷却后变成水发现：

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



















































































































喜不能得意忘形；

怒不可暴跳如雷；

哀不能悲痛欲绝；

惧不能惊慌失措。

喜怒有度：



善的讯息可以产生美丽的水结晶

日本IHM研究所的江本胜博士（Masaru Emoto）等
人自1994年起，以高速摄影技术来观察水的结晶。他
们新近发表了实验结果《来自水的讯息》一书，证明带
有「善良、感谢、神圣」等的美好讯息，会让水结晶成
美丽的图形，而「怨恨、痛苦、焦躁」等不良的讯息，
会出现离散丑陋的形状。而且无论是文字、声音、意念
等，都带有讯息的能量。





读到「真恶心讨厌，我要杀了你」的水，真丑！
这一张是让水读了「真
恶心讨厌，我要杀了 你」
所拍的照片。报告指出：
这是最近日本年轻人经
常挂在嘴边的话，实验
结果发现水结晶丑陋歪
扭、破碎、散乱的样子
恰似「真恶心讨厌，我
要杀了你」的意涵。我
们是不是也常听到台湾
的孩子们这样说话呢？
我们似乎应该赶快教导
孩子们不要再传递这样
带有





读到「爱和感谢」的水，出现最漂亮的水结晶！

这张是让水「读」了文字
「爱和感谢」后拍下的水
结晶照片。实验者说，在
当时拍摄的许多水结晶照
片中，从未见到过如此漂
亮的水结晶。看来这世界
上没有比「爱和感谢」更
美的讯息了。我们如果常
常表达「爱和感谢」，是
不是能让我们地球上的水、
和身体里的水变得如此漂
亮动人啊？



１.听〈田园〉交响曲的水，很愉快哦！

这是让水听了贝多芬
「田园」交响曲的水结
晶照片。实验报告写到：
交响曲「田园」的曲调
明快、爽心，是贝多芬
的代表作之一。这张美
丽结晶照片似乎证明良
性音乐可以给水活性、
愉快的感受



２.听到「离别曲」的水，也凄然心碎？

这是听了萧邦的「离别
曲」的水结晶照片。图
片报告说：没有比得到
这张水结晶时更令人感
到吃惊的了。摄制这张
照片的显微镜的倍数与
其它照片是一样的，但
是「离别」的曲调竟让
基本形状的水结晶被完
整地分化得更小，成为
地地道道的离别模样



３.听重金属音乐的水，似乎解体了？

江本博士拍摄了许多让水
「听」音乐的照片，发现
让水听了歌词不雅的现代
重金属音乐（乐团名称未
公布以免困扰），水呈现
出解体的影像，似乎打散
了原有的结晶形状。实验
显示，音乐与歌词都可能
带有良善美好或丑陋不佳
的讯息。



《各国「爱和感谢」的文字，都有美好动人的能量？》





「水」能够分辨讯息中的正、邪、善、恶吗？「水」也能够接收
到来自声音、文字、音乐、意念的良善或邪恶的讯息吗？

这是不是说明了「意念」是有物质能量的？善与恶的意念会影响
着人体与大自然？

水分占人体重量的60%-70%，地球表面积有70%被水覆盖，
这些水接收到我们人类给予他们的善念还是恶念的讯息呢？人的
身体和地球生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人类如果希望世界更美好，也许并不是追求更多的物质金钱，而
是多发出「良善」的讯息，不是吗？不需我们多说，只要看看
「爱和感谢」的讯息呈现出的水结晶便知道了！



心存善念

一个乐观的人因为常常使用正向思考的神经系统，所以经常分
泌让细胞健康的神经化学物质，因此比较不容易生病；一个悲
观而愤世嫉俗的人，他的神经系统不但会让他老是使用负向思
考的神经而变得愈来愈悲观，而且在每天愤愤不平的时候，神
经细胞又不断地分泌会让细胞凋亡的神经化学物质。所以，当
人长期处于悲观而愤怒的状态时，可说是在慢性自杀。



曾看到过这样朴素的话语:「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
己」。世上没有损人利己的事情，损害别人就是损害
自己。人要想真正健康幸福，要用爱、感恩和祥和的
心代替所有怨恨、不满和愤怒的病态心理。



1、对自己不过分苛求



找人倾诉烦恼；为别人做些事



对人表示善意



在一个时间内只做一件事



不要强求别人,不要处处与人竞争



暂时逃避,偶然也可屈服；



尊重弱者



再难，也不放弃心爱的人



及时寻求他人支持

“一个痛苦两人分担，痛苦就减轻了一半”。



经常保持微笑



多参加体育锻炼



娱乐活动，体育运动
轻松有益，适当参加



到大自然中去，多向自然学习



学会放下，活在当下



课堂案例：



建立合理的认知

1、得与失

2、福与祸

生者必死

聚者必散

积者必竭

立者必倒

高者必堕



学习工作
目标明确

紧张有序
生活充实



降低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



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盛夏酷暑，一群口干舌燥的狐狸来到一个葡萄架下。一串串晶莹
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狐狸们馋得口水直流。葡萄架很高：

一只狐狸跳了几下摘不到，从附近找来一个梯子，爬上去满载而
归。（问题应对）

又过来一只狐狸，跳了多次仍吃不到，找遍四周，没有任何工具
可以利用，笑了笑说：“这里的葡萄一定特别酸！”于是，心安
理得地走了。（情绪应对）

第三只狐狸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万难，吃不到葡萄死不瞑目”
的口号，一次又一次跳个没完，累死在葡萄架下。（问题应对不
对）——死不瞑目

第四只狐狸因为吃不到葡萄整天闷闷不乐，抑郁成疾，不治而亡。
（情绪应对不对）——含恨而死



第五只狐狸想：“连个葡萄都吃不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
于是找个树藤上吊了。——自杀身亡

第六只狐狸吃不到葡萄便破口大骂，被路人一棒子了却性命。

第七只狐狸抱着“我得不到的东西绝不让别人得到”的阴暗心理，
一把火把葡萄园烧了，遭到众狐狸的共同围剿。

第八只狐狸想从第一只狐狸那里偷、骗、抢些葡萄，也受到了严
厉惩罚。

第九只狐狸因为吃不到葡萄气极发疯，蓬头垢面，口中念念有词：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另有几只狐狸来到一个更高的葡萄架下，经过友好协商，搭起叠
罗汉，成果共享，皆大欢喜！



合理情绪疗法



半杯水

甲和乙两个人在沙漠中
旅行，结果迷路了。在
他们非常渴的时候，看
见一个草屋，进去后看
到桌子上放着半杯水。



两种不同心态和结果

乙：只剩半杯水了，
喝了也不顶用。

结果---乙最终渴死在
沙漠中。

甲：幸亏还有半杯水，
我还能再坚持一下。

结果---甲依靠半杯水
找到了新的水源，从
而走出沙漠。



为什么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
不同的结果呢？



看到半杯水
（事件A ）

B1积极
的态度

B2绝望
的态度

喝下水，顺利
走出沙漠。

C1

没喝水，渴死
在沙漠中。

C2

（信念B ） （行为反应C ）



合理情绪疗法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创
建的。 他认为，引起不良情绪或行为的
原因并非事件本身，而是由于个体对事件
的评价和解释造成的。

一、基本原理



人不是被事情本身所困扰，而是被其
对事情的不合理信念所困扰。



不合理观念的特征

一是绝对化

二是过分概括化

三是糟糕至极

以自我为中心

以偏概全

可怕推论



绝对化

极端内归因：班级没评优都是我的错。

极端外归因：我今天这样都是父母的错。

两极化思维：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我这么好，他们都应该选我。

一根筋：我就应该当班长（领导）。

低估积极信息：只要是父母，都会去那么做的。



过分概括化

以事辨人------

他人：上次他就做错了，这次也做不好。
自己：以前我就曾经失败过，这次肯定也不会
成功。

情绪推理：我现在心情很不好，今天面试不会
成功的。

贴标签：我可能不是个受大家欢迎的人。
（好生，差生；好人，坏人）



糟糕至极

读心术：领导认为我不能胜任这个职位。

预测未来：这次考试我觉得自己过不了。

灾难化：如果这次考试过不了，我是不是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了？

关注负面信息：总是有一些人不喜欢我。

持续假设：如果我紧张怎么办？如果我写错了怎么办？
如果…



1．要求的绝对化

2．过份的概括化

3．糟糕透顶

非理性想法



善待大脑



让大脑更健康的善意提醒

1、在高危的环境中带上安全帽。

2、喝足够多的水（每天6-8杯230克的水）来保证
体内有充足的水分。

3、健康饮食。

4、多往积极、健康的方面去想

5、每天，花一定的时间去关注生命中让你愉快的事
物

6、看迪士尼电影《波莉安娜》

7、经常和积极向上的人待在一起。



8、和你希望成为的人待在一起。

9、用亲切而有帮助的方式和别人交谈。

10、让你的身边充满香气

11、加强体育锻炼

12、定期和你爱的人联系

13、充足的睡眠



13、学会腹式呼吸

14、为你的人生设定清晰的目标（人际关系、工作、
金钱和自我）并且每天都确认一下

15、把注意力放在你喜欢的事物而不是你讨厌的事物
上

16、每天都学一点新东西

17、让美好的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18、注意自己钻牛角尖的时刻，分散注意力，过段时
间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19、认真对待头部创伤，哪怕很微小



对大脑不应该做的事情

1、躺在沙发上，从来不运动

2、忽视大脑受到的震荡

3、抽烟、酗酒、吸毒

4、随便乱吃，不事先考虑哪些食物对大脑最有利

5、用头顶足球

6、当你感到沮丧时，敲自己的头

7、蹦极

8、和那些吸毒、爱争吵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人生
活在一起



9、以“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

10、用总是、从不、每次、每个人这样的语词去思
考

11、总是关注生活中消极的事物

12、预测最坏的可能将发生

13、只凭自己的感受思考

14、试图读出别人的心思

15、因自己的问题责备别人

16、给自己和他人贴上消极的标签

17、把跟自己无关的情景带上个人色彩



18、以憎恶的语气和别人交谈

19、生活在有毒的气味中

20、把注意力过分放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上

21、生活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目标

22、听一些有害的音乐



23、和钻牛角尖的人争吵

24、不照医生指示自己乱吃药

25、拒绝承认自己有心理疾病

26、不自觉地对别人说“不”：要先想想他们的要求
是否符合你的目标

27、不自觉地对别人说“是”：要先想想他们的要求
是否符合你的目标



如果您或您所爱的人表现出以下任何预兆症状，请立即予以注意，并应视为心理
危机预兆。

心境（情绪）剧变

个性（行为）改变

死亡（自杀）想法

分发重要的个人收藏物

生活无价值感

安排后事

哭泣求助



可能面临重大耻辱

敏感多疑

不寻常的信念

对周围事物的感知改变

嗜好改变

社交兴趣减退

精神病性症状



幸福的智慧

用平静的心，接纳不能改变的事情；

用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

用智慧，区分两者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