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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网就想买东西 不买不得劲
心理专家：属于冲动控制障碍的一种，即“购物成瘾”；最好的疗法就是增加其排解空虚的渠道
爱网购本是平常事。 但李女士从
网上买来很多东西以后， 就闲置在家
里。 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夫妻俩因
此闹起了矛盾。
李女士也很郁闷。 她说自己有一
种控制不住地购买欲望。 一旦上网，不
买点东西就不好受。
为此， 李女士不得不求助 心 理
专家。

夫妻俩闹矛盾， 只因妻
子太爱网购
李女士是在丈夫的陪伴下来到东
方医院心理科求助的。 李女士的丈夫
说，来医院之前，两人已经在家里吵过
闹过了。 实在没有办法了，决定向心理
专家求助。
李女士的丈夫说， 两人已经结婚
十来年了。 刚结婚的时候，李女士的购
物行为还算平常。 大约在四五年前，李

女士一到休息日，就喜欢逛街买东西。
最近两年，李女士特别喜欢网购。 平时
在家里休息，只要一上网，李女士就一
定要买点东西。
买东西本身也不算什么事。 但
让李女士的丈夫深为不满的有两个
原因。
一方面是李女士买回来的东西
中，以衣服居多，但买回来以后基本不
穿不用。“
家里堆了好多包了、衣服了，
尤其是裙子，衣柜里满满的。 只见她买
衣服， 但买回来以后很少见她穿”，李
女士的丈夫对此很有意见， 认为既然
花钱买回来，不穿不用不是浪费么。
让李女士的丈夫特别不满的是，
李女士购物根本不顾家里的实际情
况。 两人都是工薪阶层，这两年正还房
贷，孩子正上中学，家里的经济有些紧
张。 在这个情况下，李女士购物尤其是
网购的热情不减。 为了此事，两人没少

吵闹。
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双十一， 李女
士网购了 2 万多元的东西。 这下，两人
彻底闹翻了。
面对丈夫的不满，李女士也很无
奈，“家里经济不是很好，我也知道这
样一个劲买东西不对，买的东西确实
好多也不是真的能用得着。 可我只要
一上网就想买东西，控制不住，不买
心理就焦躁不安，不买就觉得心里不
得劲”。

专家： 有一种心理问题
叫冲动控制障碍
在东方医院心理科， 赵后锋主任
通过沟通和检查， 认为李女士的问题
属于冲动控制障碍一种，即购物成瘾。
赵后锋主任介绍说，造成冲动控
制障碍问题的原因很多，从生物学角
度看， 遗传因素可能会导致这个问

题。 而从心理学研究看，造成购物成
瘾的因素则是心灵空虚、内心孤独或
是身心受损。 而这些人也分为两类，
一类人表现不太严重，他们通过大量
购物来填补内心空洞，但该行为通常
是偶发的，即心理出现问题时才会用
购物来宣泄。 另一类人的“症状”则较
严重，其购物行为缘自一种病态的占
有欲，即非得通过物质上的满足来填
补受损的精神世界，并对疯狂购物存
在心理依赖。
赵后锋表示， 购物成瘾属于心理
问题的范畴， 处置主要通过心理行为
调整， 作为亲朋好友要帮助购物成瘾
者走出怪圈。 购物成瘾多是心理空虚
而又缺乏健康的排解方式， 所以最好
的疗法就是增加他们排解的渠道，家
人最好不要让他们用信用卡， 或让他
们用储蓄卡， 每个月只给卡里打很少
的钱，这也会让其克制欲望；作为求助

孩子太任性，家长很头疼

心理透视

你为啥爱嗑瓜子

专家：童年期是孩子自我控制能力发展最主要的时期，家长应引起重视
家有任性小学生，这让张女士很
头疼。
想吃的东西一定要给买，不买就
不好好吃饭； 想要的玩具一定要得
到，不给就大哭大闹；想看的动画片
一定要看，不让看就把自己关到房间
里，沉默抗议。 正上小学才 8 岁的孩
子，让妈妈张女士束手无策。

孩子俨然是家里的“小
霸王”
儿子童童很小的时候，张女士就
喜欢叫他是“家里的小王子”。 现在谈
起孩子，张女士经常无奈地说，“家里
有个小霸王”。
上周，张女士带着童童去超市买
东西。 在超市儿童图书玩具区，童童
看中了一套小火车玩具，站在小火车
玩具前久久不愿意离开。 张女士看出
来童童很想要这套玩具，但考虑到家
里已经给孩子买过这样的小火车，而
且还是两套，就不同意再给买了。 没
想到， 童童直接躺在地上打滚哭闹，
张女士怎么哄都哄不好。 围观的人群
里，有人不停地劝说，既然孩子这么
喜欢，就给孩子买一套吧。 张女士又
气又急，匆忙把童童拽着拖着离开了
超市。
回到家里， 张女士依然气愤难
平。 想起来过去类似的事情，张女士
又无奈又着急。
张女士说， 童童这孩子太任性
了。 平时看到好吃的，就一定要让爸
妈给买来吃。 孩子喜欢吃，家长一般
都会满足。 但如果有哪一次没给买，
童童就会不好好吃饭。 不让童童玩手
机，童童就喜欢看电视，如果不让看
他喜欢的动画片，童童就会把自己关

在房间里， 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无
声地抗议。 童童睡觉前，喜欢听爸爸
讲故事。 如果哪一天爸爸没有讲，或
者爸爸有事不在家，童童就不愿意睡
觉，怎么劝说也劝不好，直到他闹困
了累了才会睡去。
为此， 张女士也给童童讲过道
理，道理讲尽没有效果。 有几次，张女
士忍不住动手打了童童，但事后张女
士发现这样做依然没有什么效果。
8 岁的孩子，上小学了，怎么就
这么任性呢？ 上周，困惑的张女士求
助于教育心理学专家吴青芝。

专家: 童年期是孩子自
我控制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
“童年期是孩子自我控制能力发
展的重要时期， 也是最主要的时期。
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显著提高，从早期重视是很有
必要的”，吴青芝表示，类似童童这样
任性的孩子不少，但像童童这样特别
任性的孩子，家长就应该注意了。
心理学理论认为，自我控制能力
的发展对儿童的学习成绩、 控制攻
击、 协调人际关系等都具有重要意
义， 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
曾有学者通过“延迟满足”研究儿童
自我控制行为。 延迟满足是抑制欲望
的当时满足，学会等待。 他们要求儿
童完成实验任务，并给予奖励。 可供
儿童自主选择的有两种奖品，一种是
当时就可以拿到的小奖品，另外一种
是第二天才可以得到的很好的奖品。
结果发现，6 到 8 岁的儿童中有三分
之一，9 到 11 岁的儿童中有二分之
一选择等待，而 12 到 15 岁的孩子几
乎都选择了等待。 这说明，童年期儿

童延迟满足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显
著提高，而且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过
程主要表现在童年期。
为什么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会
有显著的区别？ 吴青芝分析说，影响
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
一是转移兴趣或者转移关注点。
如果儿童能够将注意力从奖品上移
开，去做其他感兴趣的事情，将使儿
童的等待变得轻松容易。
二是榜样的力量。榜样的力量会对
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很重要。
三是家庭教育。 父母注重培养儿
童独立自主性的、宽松而又民主的教
育类型，可使儿童容易形成抗拒诱惑
的自我控制能力。 独裁型、惩罚型或
溺爱型的家庭教育方式，会剥夺儿童
练习自我控制能力的机会和动力，而
使之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专家支招：怎样让孩子
不任性呢？
家有任性孩子，家长怎么办？ 专
家提供的以下方法，家长可以尝试着
努力去做。
1、不迁就
在孩子任性、吵闹的时候，不要劈
头盖脸地严厉批评，更不能打、骂，可
以因势利导，正面耐心地讲道理，给孩
子说明不合理的要求不能满足的道
理。如果孩子不听继续哭闹，家长可以
采用“冷处理”的方法，不劝说、不解
释、不争吵，让孩子感到自己的哭闹行
为是无效的。等孩子冷静下来，家长再
严厉地指出他任性不对，讲清道理。无
论孩子如何耍赖，家长一定不能心软，
对孩子无礼的要求绝不迁就。

者本人尤其是女性， 运动和美容都是
不错的选择，到户外、健身房出身汗，
或去做美容， 新鲜的状态能让人心情
变好，适当进行一些娱乐活动也可以，
但是最好别用看电视、 上网打发无聊
的时间；对于上述调整仍不能改善者，
则需进行专业的心理行为治疗。
文 / 记者 周爱田

2、管教一致
在孩子任性时，家庭各成员教育
孩子的观点应保持一致。 一方批评孩
子时， 其他家庭成员不要出面袒护、
干涉。 如果大人之间遇有意见不同的
时候，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争吵，一定
要避开孩子去商量。
3、规矩在先
如果你已经掌握了孩子任性行为
的规律，可以“用事先约法三章”的办
法来预防孩子任性的发作。 总结出你
认为重要的规矩， 定好孩子破坏这些
规矩要承担的后果，然后告诉孩子。如
果孩子按照规矩做了， 家长要及时表
扬并适当奖励；一旦孩子违反了规矩，
就要让孩子承担任性的后果。
4、控制自己的情绪
很多家长在管教孩子时，情绪和
行为容易失控，失控的怒火会影响你
管教孩子的效果。 因此，当孩子任性
时， 家长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用冷静的头脑对孩子进行管教，孩子
受到尊重，才会愿意按照你对他的要
求去做。
5、善用
“激将法”
上小学的孩子好胜心和自尊心
都比较强， 最不喜欢别人说他不
行。 家长可以利用孩子的这个心理
特点， 在孩子任性不能控制自己的
情绪时， 故意采用激将法， 促使他
在好胜的心理状态下克制自己的任
性行为。
专家表示， 矫正孩子的任性，需
要家长认认真真下一番功夫，从矫正
自己入手，耐心、细心的引导孩子。 相
信经过家长长时间的努力，一定能取
得好效果的。
文 / 记者 周爱田

中国人嗑瓜子的记载主要发现于
北方历史文献中， 更为客观的原因是
北方冬季寒冷漫长， 农闲时大家整天
呆在家中避寒， 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
就是嗑瓜子聊天， 嗑瓜子的习俗就这
样蔓延开来。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张学新表
示， 我们喜爱嗑瓜子还有以下的几个
原因。
首先，瓜子不论吃起来还是准备起
来都很方便，拿出来招待客人，不仅能
够体现主人的好客，做客的人也因吃瓜
子会有被
“
招待”的感觉，潜移默化中就
定下来一种愉悦的社会交往基调。
其次，吃瓜子能缓解紧张情绪。 人
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很容易紧张、尴
尬， 交流时手中有食物的话会让人感
到轻松。 所以我们经常会请客喝酒或
约人吃甜点来让交往各方放松下来，
但酒后容易说辞不当，甜品消费又高，
所以廉价易得的瓜子就成了大家相聚
时休闲食物不错的选择。 同时，嗑瓜子
可分解为若干个小动作， 这些动作简
单、容易，让人感到愉悦，在吃的过程
中能够缓解彼此紧张的情绪。
最后， 吃瓜子有利于消除交流双
方的敌意，延长交谈时间。 人与人交往
时，会有两套系统：一种是当自己认定
环境不安定时出现类似逃避、 逃跑的
防御系统； 另一种是安定条件下表现
出来的放松系统。 瓜子本身的趣味性
加上调节紧张气氛的功能会使得你启
动放松系统，消除相处中的敌意，使交
流双方表达起来更加轻松自然， 观念
和想法比较灵活多样。 另外，嗑瓜子是
一种量少多次的进食行为， 可以随时
停下来，也可以随时捡起来继续嗑，拉
长了进食的时间， 能够给社交活动提
供足够的时间。
（采访专家：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后、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张学新）

●健康热线●

遇到解不开的心结 东方人民医院专家给你支招
工作节奏不断加快，生活压力
也在增大， 脚步匆匆的人生中，有
些人会遇到解不开的心结，出现各
种心理问题。有些心理问题可以随
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去，或者通过
自我努力予以缓解。 但也有些问
题， 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自
己难以克服，影响工作和生活。
心理健康，才会真健康。 随着
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对心理问题

的认识不断提升。 轻微的心理问
题， 可以通过心理疏导得以缓解，
让心理持续保持健康状态；严重的
心理问题或发展成为心理疾病，通
过心理咨询和治疗， 可以祛除心
病，回归正常生活。 大量的数据表
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
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尤其是青
少年、女性、老人这三个群体中，心
理问题比较多见。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是市委
市政府和市卫生计生委开办的一
家公立三级精神病专科医院，始建
于 1973 年，为徐州医科大学附属
徐州东方医院， 是徐州市医保、农
保、工伤保险定点机构，市智力、精
神残疾评定仲裁定点单位，市戒毒
门诊免费服药定点单位，市重性精
神疾病管理与治疗技术指导单位，
承担着徐州市及周边地区精神疾

病的医、教、研、防任务。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拥有资
深的心理学专家，致力于为社会公
众提供各种心理卫生方面的帮助。
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把你遇到的
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将邀请东方人
民医院知名的心理专家，为你解疑
答惑支招。
联系我们， 请发邮件到
pcwbzat@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