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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与自信

埃米利奥·罗马诺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媒体人和航空业高管，被任命为美国第二大西班
牙语电视网络 Telemundo 的新总裁。作为一位非常骄傲和自信的人，罗马诺曾在 2011 年
10 月的新闻稿里说，他很荣幸可以加入这个专业团队。他还对能够参与美国西班牙裔 / 拉
丁裔媒体市场转型表示兴奋。
罗马诺任职期间收到许多褒奖和支持。NBC 环球娱乐数码网络和综合媒体的主席
劳伦· 扎拉兹尼克指出，埃米利奥·罗马诺是一名很理想的执行官，在他任职期间他使
Telemundo 公司取得了优异的经营业绩。他还指出公司会从他在各种媒体中的专业知识上
获益良多。罗马诺在墨西哥市场的经验对于 Telemund 公司想要扩大在拉丁裔社区的影响
力是一笔重要的财富。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罗马诺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去胜任不同的角色。他曾在墨西哥
Aviacion 航空公司担任过 3 年的 CEO，他还担任过 Grupo Puerta Alamedi（GPA）的主席和
首席执行官，GPA 公司是一家房地产投资公司，在美国和墨西哥都有业务。他还在 Escuela
Libre de Derecho 的税法博士项目中出任教授职位。由于对工作的激情以及为学生制定的高
标准，他成为一位很受人爱戴的教授。
对于 46 岁的罗马诺，他的职业生涯已经跨越了媒体界、航空业以及互联网行业并且在
这些领域担任着领导人的职位超过 20 年的时间，从新成立的企业员工成长成为商业巨头公司
的领导者。在墨西哥航空公司任职期间，他还参与了组建首个廉价航空公司“Click Mexican”
。
罗马诺对任何他所面临的新挑战通常都采取一种很积极的态度，这种对挑战处之泰然
的人生观给他的同事和下属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身着时尚的西服。此外，他
是一名有修养的、具有自我掌控力的执行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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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故事说明自信心，诸如愿意承担风险和尝试新事物等，是如何使一个人在竞争性领域
中获得成功的。罗马诺也必须具有高自尊，使他足够相信自己的分析能力可以让他广泛地参与
到航空、房地产和媒体广播等行业中。在本书中，你会看到很多高自尊和高自信的成功人士案
例，否则，他们不可能如此成功。本章关注人际关系中的两个主要领域 ：自尊和自信的本质与
开发。

自尊的本质、来源及影响
因为你是谁，以及你对自身的认识会影响你工作内外生活的诸多方面，所以从不同角度去
了解自我显得非常重要。自尊（self-esteem）扮演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即感觉到能够应对
生活中的主要挑战并且拥有快乐的主观感受。2 用更通俗的话说，自尊是对个体自身积极的总
体评估。
关于自我概念和自尊的简单区别是，自我概念是指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而自尊是我们对自
己的感觉。3 具有积极自尊的人具有深入的、根植于自我的关于自身价值的感觉。由此，他们
形成了一个积极的自我概念。在继续阅读之前，你需要通过人际关系自我评估测验 2-1 对你自
己目前的自尊水平进行评估。接下来我们会讨论自尊的本质和它的各种影响。

□ 人际关系自我评估测验 2-1
自尊检核表
请指出下面的陈述是否符合（基本正确或者基本错误）你的情况。

1.

我爱我自己。

2.

我在工作或学习中的大部分成就可被归结为运气。

3.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更成功？”

4.

当主管或团队领导分配给我一项有挑战性的任务时，我通常会满怀信心地投身
其中。

5.

我相信我是一名有很高价值的人。

6.

我能就自己将要为他人做的事情设定界限而不感到焦虑。

7.

我经常为我的失误寻找借口。

8.

我容易被负性反馈击垮。

9.

我非常在意其他人获得的报偿，尤其当他们和我的工作领域相同时。

10. 当我没有达成目标时会有失败感。
11. 高难度工作会让我情绪高涨。

基本

基本

正确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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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当其他人赞美我时，我会怀疑他们的诚意。
13. 恭维他人会让我感到不适。
14. 我发现对别人说句“对不起”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15. 让我勇敢地面对我的失误很困难。
16. 我的同事们认为我不应该得到晋升。
17. 想成为我朋友的人通常都没有什么东西（知识、美德等）来给予别人。
18. 如果我的主管赞扬了我，我很难接受自己应该得到这份荣誉。
19.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20. 必须面对各种变化确实让我很困扰。

计分和结果解释
高自尊方向的回答
1. 基本正确

6. 基本正确

11. 基本正确

16. 基本错误

2. 基本错误

7. 基本错误

12. 基本错误

17. 基本错误

3. 基本错误

8. 基本错误

13. 基本错误

18. 基本错误

4. 基本正确

9. 基本错误

14. 基本正确

19. 基本错误

5. 基本正确

10. 基本错误

15. 基本错误

20. 基本错误

17 ～ 20 分，你的自尊水平非常高。如果你的分数是 20，这可能表明你会拒绝任何形
式的自我否定。
11 ～ 16 分 ，你的自尊处于正常水平。你有必要通过实施提升自尊的策略（在本章中
所讨论的）来提升你的幸福感。
0 ～ 10 分，你的自尊需要提升。与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或一位心理健康专家讨论你对
于自我的感受。同时，试着实施一些本章中所描述的提高自尊的策略。
问题
1. 在这个检核表中，你的自尊分数是多少？你的测试结果符合你对自己自尊的评
价吗？
2. 如果跟一个在这个测试中获得 0 分的人结婚，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

自尊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自尊的发展过程来了解自尊的本质。自尊源自各种各样的早期生活体
验。受到家人、朋友或者老师鼓励而对自己以及自己取得的成就感觉良好的人士，往往会拥有
较高的自尊。而达到健康水平的自尊来自儿时对父母的安全依恋。如果父母给予孩子的支持总
是前后不一致，或者缺乏对孩子的同情与关心，那么这个孩子在随后生活中的自尊感会比较
弱 ；如果孩子犯错（例如，孩子不小心把苏打汽水洒在米色地毯上等）时，父母也能给予孩子
适当的情感支持的话，孩子在往后成长中会获得更强的自尊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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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咨询与健康中心的综合研究结果表明：早期生活经历对日后健康的自尊
水平和低自尊的发展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5 以下几种童年经历容易形成健康自尊：
1）受到表扬。
2）被认真聆听。
3）在谈话中受到尊重。
4）获得关注和关爱。
5）在运动比赛或学校里有过成功体验。
相反，以下几种童年经历容易导致低自尊：
1）受到过严厉批评。
2）曾受过责骂或殴打。
3）曾受到忽略和嘲笑。
4）被期望在任何时刻都表现“完美”。
5）在运动比赛或学校里有过失败体验。
6）经常被灌输失败经历（诸如输掉比赛或者成绩不及格等）就等于整个人的失败。
关于自尊的产生，一种广为流传的解释是通过受到他人的褒奖、赞扬和关爱而形成了自
尊。但是，许多发展心理学家对这个观点持严重质疑的态度。相对地，他们认为自尊来源于完
成有价值的活动并对完成这些活动感到自豪。6 而受到鼓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帮助人
们完成任务从而建立自尊。
这个领域的心理学代表人物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认为，自尊是源自各种各
样的成功或失败经历。为了促进自尊的产生，人们需要发展各种技能，以更好地适应这个世
界。7 因此，自尊产生于伴随着赞美和认可的真正成就。对个体给予过多不正当的赞誉或者认
可可能会导致暂时性的高自尊，但是不能产生真实的自尊。儿童需要发展自尊，但不是简单地
告诉他们，即他们的能力可以在这场足球比赛中进球得分，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尝试做到进球这
件事情。
虽然早期生活经历对自尊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但是成年以后的一些经历也会影响自
尊。荷兰蒂尔堡大学的大卫·德克莱默（David De Cremer）和他的同事在荷兰对一些大学生
进行了两项研究，考察领导行为和公平的程序如何影响自尊？他们的研究表明，自尊与程序公
正和鼓励自我奖励的领导行为有密切的关系。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 ：领导者 / 上司在鼓励下属
进行自我奖励并且使用公平的程序时，可以促进下属的自尊发展。8 本研究附带的研究结果是，
当个体对自己出色的工作进行自我奖励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尊。
“即使是最有成就的、最美丽或最著名的人都不可能一直获得褒奖和积极反馈。”
——哈里特·布朗（Assistant professor of magazine journalism at the S.I. Newhous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Psychology Today, January/February
2012,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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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的影响
心理学家 Eugene Raudsepp 的研究发现，其他任何的单一因素都不能够像自尊一样对职业
成功产生影响。拥有积极自尊的人会了解他们自身的能力和价值，并且在面对问题和逆境时，
会从积极角度去看待和解决。9 在这里，我们来分别了解自尊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如图 2-1 所示。
1. 心理健康
2. 从负性反馈中获益
3. 职业成功
4. 组织的繁荣发展
5. 充当人际关系规范指南
6. 负性后果（自恋、嫉妒他人、恋爱关系问题）

图 2-1

自尊的影响

积极的影响
适当的自尊对每个人而言都有很多积极的影响。

1. 心理健康
高自尊产生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心理健康。高自尊的人会对自己感觉良好并且对生活拥
有一个积极的展望。心理健康与自尊之间的一个联系是高自尊能够阻止诸多情境中压力感的产
生。当你的自尊比较高时，来自他人的负面描述不会困扰到你。而对于低自尊的人而言，如果
有人侮辱了他的外表，他也许会崩溃。高自尊的人则会通过将侮辱简单理解为仅仅是他人观点
而加以摆脱。如果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挫折，例如丢失钥匙，高自尊的人也会把它理解为，“我
的一切都进行得这么顺畅，为什么要在这种小事情上为难自己呢”。

2. 从负性反馈中获益
高自尊的人会轻易摆脱不当的侮辱，他们还能从负性反馈中获益良多。因为他们行事
稳妥，所以他们能够从负性反馈所蕴含的发展机会中寻找机遇并获益良多。拥有高自尊的
员工可以形成和维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并且高水平地执行工作。这些积极后续影响的发生是
因为这类态度和行为与人拥有能力的信念相一致。玫琳凯美容产品公司的传奇创始人玫琳
凯·艾施（Mary Kay Ash）曾这样阐释 ：“我从来不认为我做不到。我总是相信如果我工作
足够努力，我就可以。”除此以外，研究表明高自尊的人对于达成工作目标的重视程度高于
低自尊的人。10

3. 职业成功
正如本节开头所提到的，高自尊产生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你将会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成功，
相关结果获得长期持续性研究的支持。例如，一个涉及超过 12 000 名年轻男女的“全国青年
纵向研究” 所涉及的正是这类研究问题。这项开始于 1979 年的研究持续了超过 25 年的时
一

间。下面的人际关系自我评估测验 2-2 帮助你了解这项调查研究中测量核心自我评估所使用到
的测试题。
一

美国的 NLSY 项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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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际关系自我评估测验 2-2
全国青少年核心价值自我评估纵向调查
序号

问题

1.

我几乎无法控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2.

我几乎无法改变我生命中许多重要的东西。

3.

我认为我和别人一样重要。

4.

我认为我具备许多良好的品质。

5.

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认为我是一个失败者。

6.

我觉得我没有太多值得骄傲的地方。

7.

我希望我能对自己有更多的尊重。

8.

我常常处于忧郁状态中。

9.

我觉得自己对未来充满希望。

10.

我的未来我做主。

11.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我咎由自取。

12.

我制订的计划大多数是可执行的。

正确

错误

计分和结果解释
高核心自我评估的答案如下
1 错误

4 正确

7 错误

10 正确

2 错误

5 错误

8 错误

11 正确

3 正确

6 错误

9 正确

12 正确

尽管并没有对分数进行具体的分类，一般说来，你的表述越倾向高核心自我评估方
向，你就越有可能拥有促进职业成功的自我评价。
问题
1. 在这个测验中，你的分数与你的核心自我评估相符吗？
2. 与人际关系自我评估测验 2-1 相比，本次测试分数有什么异同？
3. 对于上述事实，你如何解释它们与职业生涯取得长期成功具有关联这一事实？
资料来源 ：The statements are from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NLSY79）, a study commissioned
and operated by 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Labor. The statements are also
reported in Timothy A. Judge and Charlice Hurst, ”How the Rich (and Happy）Get Richer (and
Happier）: Relationship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to Trajectories in Attaining Work Succ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July 2008, p. 863.

核心自我评估的成分包括高自尊、自我效能（自信的一个方面，本章随后会对此概念进行
阐述），个体对事物控制的信念和情绪稳定性。核心自我评估高的人做事会更有动力，工作上
会有更出色的表现，会倾向接受更多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并且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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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研究结果都表明，拥有更高核心自我评估的人会在他们所接触的第一份工作中表现得
更加出色。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核心自我评估高的人会比那些核心自我评估低的人在
事业上发展得更快。从超过 25 年的时间跨度方面来看，他们获取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双倍大于
他人。这种事业成功主要体现在诸如工作满意度、薪酬，以及所拥有的身份地位等方面。11 这
个研究中最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是 ：如果你是核心自我评估得分高的人，你将会在事业上获得
更好的回报。
其他后续的研究也表明，与针对自我的积极自我评估和对他人福祉的关注相结合的情况
下，核心自我评估高的人有可能产生高工作绩效（持续的高工作绩效促进职业成功）。例如，
在呼叫中心拥有高核心自我评估的员工，由于担心别人对他们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失望而在工作
上表现得更出色。这个呼叫中心的工作是通过电话营销为大学中新岗位的设置筹集资金。12

4. 组织的繁荣发展
高自尊员工所产生的综合效应有助于公司的繁荣。在信息社会中，自尊是竞争优势的一项
关键来源。除了拥有受过教育的员工队伍外，员工拥有的高自尊会让组织获益良多。这种优势
通过以下行为展现出来：
1）更具有创造力和创新性。
2）对于问题承担个人责任。
3）独立自主的感觉（但仍然希望与他人合作）。
4）相信个体自身的能力。
5）主动尝试解决问题。13
在产品和观点快速更新的职场中，诸如此类的行为能帮助员工应对快速变化的挑战。高自
尊的员工更有可能从容应对新挑战，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掌控他们的工作环境。
在大学生和在职人士中进行的一项研究，其结果表明，如果员工的自尊不是由于优异的工
作表现导致的话，自尊更有可能导致工作绩效的提升。14 如果你的自尊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
对自我价值的感觉，而这种自我价值与工作以外的因素相关的话，那么你更有可能在工作中表
现优异。例如，个体可能会对自身的自尊感是以人际关系、在校期间的成功经历、技术技能等
因素作为基础，而不是太多地归结在工作绩效上。对这些研究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如果你
的自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表现，那你很有可能会产生些许焦虑，因此不能最佳状态地完
成工作。

5. 充当人际关系规范指南
自尊的另一个后果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人际关系规范的指南。杜克大学社会心理系主任马
克·赖瑞（Mark Leary）认为，自尊为社会交往中的表现提供了一个量度。他说 ：“自尊时高
时低，就像一个个体内部的晴雨表，测量你在遭遇失败时如何调整，告诉你解决问题的所在，
帮助你认识到你不需要为此而过于担忧。”15
根据这一推论，自尊的波动可以为在社会关系中保持自己的工作方式而提供有用的信息。
例如，如果在与人交谈时，他打了个哈欠，你的自尊感会下降，就如信号一般提醒你需要换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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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而当你讲的笑话听众们都笑了，那么你的自尊感会迅速攀升。当我们与他人互动处于无
聊或者冒犯他人的状态时并没有让自己感觉不舒服，又或者当我们对自己取悦他人的行为感到
满足时，我们就不太会去改变刚才的行为。16

潜在的负性影响
极端的高自尊和低自尊都会给个体带来一些问题。

1. 过分夸张的自尊水平导致自恋
当自尊提升到让个体变得过于自私而很少关心他人时，就会产生自恋的态度和行为。自恋
（narcissism）是一种对自我过分夸张的积极看法，但是对他人缺乏同情心。极度自恋常常会妨
碍职业成功，因为自恋的人在工作场所中易被激惹并且疏远他人。办公场所中的自恋者经常会
遇到的一个人际关系问题是 ：他们不是好的听众，因为他们总是通过不断谈论自己来试图主宰
谈话话题。当然，适当水平的自恋行为有时可以促进职业成功，因为自恋者总是显得更自信，
并且富有魅力。17

2. 容易嫉妒他人
低自尊的一个潜在消极影响就是会嫉妒他人。如果你认为许多人拥有比你更多的你想要得
到的东西、比你更具有价值的话，你会被巨大的妒忌情绪所困。为了减少嫉妒带来的痛苦，最
好的方式就是制订一份符合实际的你与他人的比较标准。
假如高中篮球运动员乔舒亚拿超级篮球巨星同时又是百万富翁的勒布朗·詹姆斯跟自己作
对比的话，那么他的自尊会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如果乔舒亚拿自己与本球队或盟友队里的球
员作对比的话，由于他选择了一个更现实的参照组，他的自尊就会更高。例如，乔舒亚可能会
想到肯特，肯特是他们球队的一名首发控卫，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赢得篮球奖学金去上大学，
肯特说话机智，穿戴整洁。那么这时，乔舒亚就会很努力地让自己也能做到像肯特那样。当乔
舒亚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做到了这一切时，他的自尊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克里斯汀·聂夫（Kristin Neff）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名教育心理学教授，她认
同进行社会性比较会引起与自尊有关的一些问题。她解释道，在美国文化中，人们通常会通过
感到自己是“独特的”来获得自我价值感。当一名音乐家与一名音乐天赋不高的音乐家对比
时，她就会体会到优越感，她的自尊会因此提升 ；而当她与一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对比时，在
相同条件下她的天赋和技能并没有减少，但是她的自尊仍然会降低。18

3. 低自尊会让恋爱关系变差
低自尊不利于恋爱关系的积极发展。这是因为自我怀疑的人往往会持续性地低估伴侣对他
们的感情。低自我尊重（self-respect）的人会使恋爱双方疏远，因为他们常常低估伴侣的情感
而为他们认为不可避免的分手做准备。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 Ｇ . 霍姆斯
（John G. Holmes）说 ：“如果人们对自己的感觉总是很消极，那么他们也会觉得他们的伴侣对
自己的感觉同样很消极，虽然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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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强自尊
增强自尊是持续终生的事业，因为自尊与个人活动的成功，以及与别人的交往息息相关。
以下是 4 种与自尊来源密切相关的提高自尊的方法。

取得合理的成就
再强调一遍，完成有意义的活动对于儿童和成人来说都是自尊的主要来源。对平凡成就的
巨大奖励并不会产生自尊。这大概是因为，个体看透了这是一个明显试图帮助自己建立自尊的
企图，并且由此对自己产生了不好的感觉。而通俗性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 ：成就来源于自尊的
增加。两种不同的观点如图 2-2 所示。
社会科学的角度
设定
目标

追求
目标

达成
目标

获得
自尊感

设定
目标

追求
目标

达成
目标

通俗性的看法
获得类似
自尊的感觉

图 2-2

自尊与目标的达成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你怎样更大限度地提升你的自尊？①通过在一门课程上获得
A，而全班有 10% 的人获得 A，还是②通过在一门课程上获得 A，而全班同学都获得相同的
等级？
另一种获取合法成就而提升自尊的方法是，你必须参与值得尊重的行为和决策。在实施这
个策略时，首先你要确定你所选择的参照群体必须也是值得尊重的。对于大部分参照群体，或
者是某些对你而言观点很重要的人士而言，值得尊重的行为包括：
1）成功完成一个学习计划。
2）胜任高层次的工作并且可以用足够长的时间去完成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3）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慈善活动中去。
4）因自己的容貌、气质和身体状况感到骄傲。
5）在社交圈子中享有真诚与理智的赞誉。
正如你所观察到的，所有这些值得尊敬的成就反映了某些重要的价值。例如，某个人的参
照组里包含有犯罪分子和骗子的话，他基于参照群体的自尊可能源自那些骗取金钱或偷漏税等
行为。
与获得合法的成就紧密相连的是设定一个能够影响他人的建设性目标。当一个人处于低自
尊时，帮助别人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从而带走一些由于低自尊而产生的不安。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一个人的自尊也会得到提高。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Jennifer Crocker 解释说，通
过忘掉自我、一心一意地帮助他人，自尊将会得到合理提高。20 一个有建设性目标的例子就是
你会义不容辞地去给那些迫切需要帮助的家庭分发捐赠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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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个人的长处
增强自尊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养成对于你的长处和成就的正确评价。要欣赏你的长处和成就
需要你深刻地进行自省（introspection），即一种自我省察的行为。虽然自省听起来简单，但它
却需要一定程度的规则和专注度来实实在在地对你正在进行的事情进行观察。举个简单的例子
来说，通常我们甚至连自身的一些基本习惯也意识不到，比如在紧张时咬嘴唇，或是在尝试回
答一个难题时眨眼。一个好的开始是在纸上列出你的长处和成就。相信这个清单会比你所期望
的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有时候，你也可以通过参与群体练习以形成对自身长处的正确评价。找到大约 7 个人来
组成一个支持团队。所有团队成员先花 10 分钟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最优秀的三个特
点、品质或技能是什么？”在每名团队成员记录下他的 3 项长处后，你和其他团队成员讨论
这些长处。
接着，每名团队成员对这份列表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他团队成员有时会在你的清单上添加
一些长处或者指出你需要解释的地方，有时候你也会听到反对意见。比如，有名成员对其他成
员说 ：“我长相英俊、聪明、可靠、热爱运动、自信并且很讲道德。而且我很有幽默感。”另一
个人马上反驳道：“我认为应该增加一条，你自负得令人难以忍受。”
已故的利奥·巴斯卡利亚（Leo Buscaglia，又称 Hug 教授）是强调人们可以通过欣赏自身
优点获得自尊提升这一重要观点的杰出贡献者。他所设想的改善人际关系的一个项目就是让人
们在相爱的同时懂得自爱。他希望每个人理解自己是独一无二的。21

避免那些降低你胜任感的场景和人际互动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遇到某些工作和生活场景，这些场景导致我们的感受逊于最佳状
态。如果你可以减少在这些场景中曝光的机会，你就会较少感受到无能为力。感受到无能为力
的问题之一是这会降低你的自尊。例如，一位办公室主管说她憎恶公司野餐，主要是因为她被
迫参加垒球项目。按照她的本意来说，她比所有其他身体健康人士的运动能力都差。此外，她
对野餐所特有的闲聊也很不适应。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不适感，她仅仅参加她认为绝对必要的野
餐。为了不玩垒球，她自愿担当装备主管的角色。
避免所有让你感到无能为力场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行为）会妨碍你获得必要的技能。但
是，它也在原本不适应的场景中提升了你的自信和自尊水平。

多与可以增强你自尊的人进行沟通和交往
心理学家 Barbara Ilardie 提到那些可以增强你自尊的人通常自身就拥有高自尊。因为这些
人不仅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所以他们会给出诚实的反馈。这些高自尊的人不会被那些为了被
喜爱而赞同他人的好好先生所困扰。其中的道理是，与弱者相比，通常你会从强者那里获得更
多。弱者会奉承你，但不会给你建立自尊所需要的真实反馈。22
一个提高自尊的方法是创建一个博客，在里面放些关于自己的正面评价、好看的照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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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视频。邀请其他人来给你一些积极正面的评论，以此增加你对自己的好感。但这种做法有
一个缺点，比如说有些人对于好意的邀请会回馈负面和伤害性的评论。一个潜在的问题是许多
人在社交媒体网站中做出回应时常常会肆意而为。你是否留意到人们在网络上面说话时用语是
多么肮脏而且毫无克制吗？

效仿高自尊者的行为
观察那些被视为拥有高自尊的人是如何站立、走路、说话和行动的。即使你的内心并不
是很有把握，但如果你表现得相当有自信的话，是可以营造出一个高自尊的形象的。Eugene
Raudsepp 就建议说 ：“站姿挺拔、谈吐清晰且有自信、握手坚定有力、直视对方的双眼且经常
微笑，并且当你意识到对方鼓励性的回应时，你的自尊就会提高。”23（这里要注意自尊和自
信是差不多的意思。）
从你私底下认识的人或是你在电视新闻或访谈节目中看到的名人当中选择一个高自尊的榜
样。这其中，在大屏幕或小屏幕上观察到的演出者并不是那么有效果，因为他们绝对是在扮演
某个角色。把一个老师或教授视作高自尊的榜样则是常用的做法，常用的做法还包括观察那些
成功的家庭成员或朋友等。

自信的重要性及其来源
虽然自信可以被视为自尊的一部分，但它的重要性足以让我们将它划分出来进行深入了
解。与一般意义上的自信相比，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特指相信你的能力足以完成某项特
定任务的自我信念。当你的自我效能感较高时，你会相信自己拥有成功完成该项任务的必备能
力。如果你的许多任务都具有相关的自我效能感，那么你大概就是个自信的人了。

自信和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性
自信在很久以前就被认为是有效领导的重要特征。自我效能感的一个直接应用就是，比
起那些认为自己会在任务中表现糟糕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在任务中表现出色的人任务完成得更
好。许多研究都表明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拥有更好的工作绩效，所以拥有自信对你的工作而言很
重要。自信的人同时也会给自己设立更高的目标。24
自我效能感对于目标的设定也有影响，因为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你就越倾向于认为目
标是现实的。一个对学习德语自我效能感高的人会说 ：“我认为每天学两个德语单词是可以
实现的。”
自信对职业的重要性可以由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的策略进行
说明。杰克·韦尔奇被许多财经记者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领导。在管理着好几家企业
的同时，韦尔奇也是一位知名的商业作家和专栏作家。韦尔奇曾经说过，他在通用电气最重要
的责任是为全公司的管理层建立自信心。虽然他是一位令人害怕的、严苛的老板，但是韦尔奇
会通过给经理在重要任务上大量的成功机会来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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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来源
大学教授兼心理咨询顾问 George P. Hollenbeck 和 Douglas T. Hall 的研究指出，自信产生于
5 个来源。25 第一个来源是实际体验，也就是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曾经做过并且做成的事情，
是建立自信最有力的途径。如果你在没有弄坏手表的情况下成功地更换了手表的电池，你就会
有自信去做下一次的电池更换工作。
自信的第二个来源是他人经验，或者叫榜样作用。如果你曾经仔细地观察过别人完成一项
任务，比如解决与顾客的纠纷，那么你也会获得自信。你会对自己说 ：“我曾看过 Tracy 通过
聆听和表现认同的方式使客人平静下来，我有信心我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
自信的第三个来源是社会比较，或者是将你自己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如果你看到那些和你
能力相当的人也能够很好地完成某项任务，那么你的自信心会得到增长。这时，你会这样想 ：
“如果那个人可以学会怎样用企业软件，我也可以做得到。因为我和他一样聪明。”
自信的第四个来源是社会说服，或者是与人对话的过程。如果一个可靠的人使你相信你可
以完成某项任务，你的自信将会提高到足以让你对那项任务放手一试。如果在鼓励的同时还伴
随着如何完成任务的指导的话，你所获得的自信就更高了。如果一个老板或老师这样对你说，
“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也会在你身边一直协助你的”，那么这些人都是懂得如何建立
自信的高手。
自信的第五个来源是情绪唤起，或者说你对周围事物的情绪感受和情绪管理。在某种程
度上，人是依赖于内在感受去判断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完成某项任务的。想象一下小 A 站
在雪山的顶峰准备滑下去，但是这时他因为害怕而战栗着。如果将小 A 和小 B 做一个比较 ：
（在相同的场景中）小 B 可能只是感到了适度的兴奋和挑战感。那么，小 A 存在着自信心的
问题，而小 B 则拥有足够的自信心已经开始俯冲下山了。（你的情绪感受是否曾经影响过你的
自信呢？）
这 5 个自信的来源对你来说越是积极正面，你的自信就越有可能往好的方向提升。人际关
系自我评估测验 2-3 会让你了解你自己的自信水平。

□ 人际关系自我评估测验 2-3
你有多自信呢
逐个评价你对下面说法的认同度。用数字 1 ～ 5 进行评分（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
意；3= 中立；4= 同意；5= 非常同意）。
非常不 不同
同意

意

中立

同意

非常
同意

1.

我经常对人说：“我不确定。”

5

4

3

2

1

2.

我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境中都表现得很好。

1

2

3

4

5

3.

我愿意给其他人建议。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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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使在做一个很小的决定前，我也常常征求许多人的意见。

5

4

3

2

1

5.

我通常愿意参与一些自己没多少相关技能或经验的新活动。

1

2

3

4

5

6.

对我来说，在全班或者在其他群体面前说话是一种令人害

5

4

3

2

1

怕的经历。
7.

当人们质疑我或者我受到广泛关注时，我会感到紧张。

5

4

3

2

1

8.

即使我自己参加社会活动时，我也会感到自在。

1

2

3

4

5

9.

我是赢家而非输家。

1

2

3

4

5

5

4

3

2

1

10. 我谨慎地对待自己生活中做出的实质性变化。

31

总分：

计分和结果解释
将每道题的得分相加计算你的总分。对分数的简单解释：
45 ～ 50 分，自信水平非常高，有自大的倾向。
38 ～ 44 分，自信水平高而且令人满意。
30 ～ 37 分，自信水平中等程度。
10 ～ 29 分，自信需要增强。
问题
1. 你的测试分数和你对自己自信水平的评价是否相符？
2. 如果你的上司在这个测验中只得了 10 分，你觉得该如何与他共事呢？

如何建立和增强你的自信
增强自信通常能促进成功。就如励志演说家兼作家 Valorie Burton 所说的那样，缺乏真正
的自信使大多数人无法达成他们的目标。更加成功的人并不是必须要比其他人将自己武装得更
好，但他们明显会更相信自己。26 职业发展专家 Anthony Balderrama 解释道，所有层次的员工
都应该用自信且确定的语气和同事说话。27
自信通常通过在一系列的情境中取得成功来获得。一个高水平的土木工程技术员也许会不
自信，除非他在其他很多事务上也获得成功。比如，人际关系顺畅、能够运行复杂的软件、擅
长邮件沟通、掌握第二语言并且展示运动技能等。
虽然这种建立自信的方法很有效果，但它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果。一些看似在各项事务
上都成功的人仍然踟蹰在自我怀疑中。低自信对于这类性格的人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后
续生活中的成功经历并不足以改变什么。下面会介绍 10 项具体的建立和提升自信的策略和方
法。一般而言，它们都比较管用，除非你的自卑感是深深植根在心里的。此处描述并在图 2-3
中列出的策略和方法大致上是按照尝试效果的优良程度进行排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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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努力发展
积极心理资本

1. 盘点个人的
优势和成就

9. 从挫折和窘
境中恢复过来

8. 以自信的方
式行动

2. 建立牢靠的
知识基础

增强自信的技巧

7. 力争高峰
表现

3. 使用积极的
自我暗示

4. 避免消极的
自我暗示

6. 对自己建立
高预期（伽拉
忒亚效应）

图 2-3

5. 使用积极的
视觉表象

增强自信的技巧

盘点个人优势和成就
许多人因为不欣赏自己的优点而承受着低自信心的烦恼。因此，一个提高自信的基点就是
列举出自己的优势和成就。对于这个做法，一个稍微改动过的版本在本章前半部分关于建立自
尊的方法曾经被提出来过。个人优势应当与自己的性格特征和行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自己
的有形资产联系在一起，例如遗产或者古董车等。
成就可以是任何你作为主要角色参与完成的重要事件。在列出优势和成就清单的过程中不
要太谦虚。你正在寻找你可以找到的一切提高自信的助推力。下面所给出两个由不同的人准备
的清单，可以充分地让你了解优势和成就都可以包含些什么类型的东西。
安妮

托德

一位优秀的聆听者 ；大部分人都喜欢我 ；

拥有优秀的机械技能，包括汽车维修和

优秀的信息技能 ；体态优美 ；有一颗好奇的

电脑维修 ；在压力下能出色地工作 ；优秀的

心 ；优秀的问题解决能力 ；网络搜索技巧高

舞者 ；对陌生人友好 ；身体非常健康（没有

于平均水平 ；良好的幽默感 ；对犯错的人有

使用药物也没有疾病）；优秀的厨师 ；可以自

耐性 ；外表容貌高于平均水平。作为组织者， 嘲自己的失误 ；受欢迎的个人外表容貌 ；拥
曾成功地为教堂募捐到了 40 000 美元的善款； 有 令 人 尊 敬 的 权 威。 曾 对 公 司 提 出 节 省 了
曾在一个高中 500 人的年级中以第 10 名的成

45 000 美元的建议并因此而获奖 ；曾在大学

绩毕业 ；曾在产业保龄球联赛中获得第一名 ； 篮球锦标赛中射入制胜的一球 ；曾把孩子从
女儿有一份很好的职业。

火灾大楼中救出；拥有众多粉丝的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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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清单增加了你对自我的欣赏。绝大多数人都会在纸上列出他们的优点，并且在活动结
束的时候（至少是暂时性地）提高自信，也可能是提高自尊。这种暂时性的提高在伴随一些成
功经历体验后可以带来长久的自信心提升。
罗列你的个人优势清单的一个重要帮助是了解其他人对你的优点的看法。然而，这个技
巧的使用要有节制，并且提供这些看法的人要是具有个人成长意识的人。一个好的破冰者会给
你一些为人际关系练习而准备的清单反馈。因为这个人了解你基于能力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你
希望他会在这个练习上花几分钟的时间。然而对某些人来说，来自他人的正面评价比源自自己
的反馈更有助于建立自信。这是因为自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认为他人如何评价自己的。
因此，如果他人（那些你相信他们判断的人）对你有高的评价，你的自我印象就会是积极正
面的。

建立牢固的知识基础
为自己提供合理且多样化的问题解决方案建立知识基础，是塑造自信的一个基础性策略。
直觉虽然很重要，但是依赖事实基础开展工作可以帮助你塑造自信的形象。对于你而言，正式
教育是知识基础的重要资信来源。当然，日复一日、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与职业相关的资信也很
重要。正式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你对继续寻索知识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在你通过建立扎实知识基础以塑造自信的过程中，要避免滥用这个技巧的可能。如果常常
通过复述，频繁地用事实、例证和数字轰炸他人的话，你会被看成一个讨厌的万事通。

使用积极的自我暗示
运用积极自我暗示（positive self-talk）
，即对自己说些关于自己的积极事情，是建立自信
的一个基本方法，一共包含 6 个步骤。使用积极自我暗示的第一步是客观地列出导致自我价值
怀疑产生的事件。28 这里的关键点是客观。特里正在担忧自己也许会把写报告这项任务完成得
很差，他也许会说：“公司要求我完成一份报告，但我真的不太会写东西。”
第二步是客观地理解这件事所不代表的意义。特里可能会说 ：“不太会写东西并不意味着
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写好报告的方法，也不意味着我是一个效率低下的员工。”
第三步是客观地阐述这件事代表了什么。但是同时要避免“贴标签”的做法，例如，无
能、愚蠢、痴呆、怪异、笨蛋等。这些都是消极的自我暗示。在这个例子中，特里应该将这件
事的性质表述为：“我在工作中的一个小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
第四步是客观地找到这件事的原因。特里可以说：“我对完成一份报告这件事真的很焦虑，
因为我对于写这种东西没什么经验。”
第五步是发掘一些积极的方法以防止这件事再次发生。特里会说，“我会把那本商务沟通
的教材拿出来，复习一下报告写作那一章”，或者“我会报名参加一个有关商业报告写作的课
程或研修班”。
第六步是运用积极的自我暗示。特里可以设想他的老板会这样说 ：“这个报告写得真好。
我为自己选择你来撰写这份重要报告的决定而高兴。”

34

人际关系：职业发展与个人成功心理学

积极的自我暗示能建立自信和自尊，因为它给大脑灌输了正面的信息。经常进行关于自我
的积极正面陈述和确认可以塑造出一个更自信的人。举一个例子 ：“我知道我可以飞快地学会
这个设备，在 5 天之内提高我的生产率。”
商业辅导教练 Gary Lockwood 强调，积极的自我暗示还有助于让你建立帮助他人度过困难
时期的信心。他解释道，你是自己自我感受和态度的主人，“你要从经历中学习经验并向前迈
进而不是责备犯错的自己。对自己说些自然的道理，‘所有人都会犯错误’，或者‘我可以从中
学到些什么呢？’”29

避免消极的自我暗示
要增强自信除了做积极的陈述，你还应该避免关于自己的消极陈述。自信的缺乏可以从一
些陈述中体现出来，比如，“我可能是个蠢货，但是……”、“没有人会征求我的意见”、“我知
道我常常都是错的，但是……”、“我知道我没有一些人的教育程度高，但……”这种谦逊的说
法会起到固化低自信的效果。
不将一些负面的或不可改变的个性品质贴到自己的身上也是很重要的，诸如，“白痴”、
“丑八怪”、“闷瓜”、“典型的失败者”、“无望”、“书呆子”和“傻里傻气”等。相反，将你的
弱点视为可以进行自我提升的方面。负面的自我标签对你的自信会产生长期的伤害。如果一个
人马上停止这种行为，他的自信就会开始得到提高。

使用积极的视觉表象
在你的心中假设这样一个情境，你想要在其中表现得自信并且有掌控感。举个例子，如果
一名重要客户刚通过邮件告诉你他正在考虑更换供应商，而你正要和他进行会谈。你的第一反
应是如果你不设法不带差池且全力以赴地处理他所关注的问题，你就会失去这个客户。这个情
境中的一个重要技能是积极视觉表象（positive visual imagery），即在你的头脑中构筑一个积极
结果。在上述情境中应用这个技巧，就需要设想你正在和客户进行他应该继续将你的公司作为
第一供应商的可信服论述。想象你正在用积极的话语讲述着你公司提供的优质服务，以及你可
以改进的任何问题。
想象你正在耐心地听你顾客谈论他所关注的问题，然后自信地说出你的公司将如何处理这
些问题。在你预演这个关键时刻的时候，建立一个以这份合同仍然属于你为前提的你和客户握
手的心理场景。
积极的视觉表象能帮助你表现得自信，因为你对情境的心理预演帮助你为这场战斗做好了
准备。如果这种表象对你产生过一次效果，你后续对于这种方法的使用会更有效率。

对自己建立高预期（伽拉忒亚效应）
如果你对自己有较高的预期，并且你获得成功的话，你的自信就可能得到一次暂时性或永
久性的提高。伽拉忒亚效应（Galatea effect）是自证预言的一种，它是指高自我期待会带来好
的工作表现。伽拉忒亚（Galatea）这个词源自希腊神话，是由皮格马利翁所雕刻的一尊少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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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名字。后来阿芙罗狄蒂为了回应雕刻者皮格马利翁的祷告而赋予了伽拉忒亚生命。与积极
的自我暗示相类似，如果你相信自己，你就更可能成功。你想要赢，于是你就会赢。伽拉忒亚
效应并不是在所有场合都奏效，但是它有时候对很多人有效。
职场行为研究者 D. Brian McNatt 和 Timothy A. Judge 曾经以 72 名审计师为研究对象进行
了关于伽拉忒亚效应的研究，该项研究针对某会计事务所 3 个办公室的审计师进行了为期 3 个
月的研究。审计师收到了一些信件，这些信件鼓励他们增强自己的自我效能感。信件的内容都
是基于审计师的实际情况，例如从他们的简历及公司记录中获得的信息。研究结果表明，制造
伽拉忒亚效应确实提高了自我效能感、动机以及工作绩效。当然，绩效的提升是暂时性的，这
也意味着自我期待需要定期地获得提升和加强。30

力争高峰表现
建立自信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实现高峰表现（peak performance）
，即在某项任务中获得超常
的成就。这种经历虽然是短暂的，但却富有非凡的意义。高峰表现不仅仅是尝试做到最好。在
很长时间内在诸多任务上经历高峰表现会使一个人向自我实现（充分运用了潜力）迈进。31 要
取得高峰表现，你必须全神贯注于你手头的事情。当你在高峰表现的状态下，你会感到内心平
静身体放松。要达到这种状态要求高度的专注。你如此专注于手头上的任务，以至于不会因外
来的事件和思想分心。以运动词汇做个比喻，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就像运动员进入赛场时一样
地全力以赴。事实上，许多运动心理学家和其他体育运动教练都在帮助运动员争取高峰表现。
获得高峰表现时的心理状态，类似于一个人沉浸于一项运动或爱好时深邃的专注感。当网
球选手超水平发挥的时候，他们典型的赛后感言是 ：“今天的球看起来是如此之大。我击球的
时候都可以看到上面的标签。”在工作中，集中注意力和保持专注力可以让一个人意识到并回
应来自自己内心和外部刺激的相关信息。当你正处在你的高峰时刻时，就会通过睿智地回应他
人的信息输入来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进入高峰表现的同时，你正在经历一种被称为“心理
流”的心理状态。
虽然在高峰表现的时候，你正专注于一个事务或者某个人，你仍然保持着对自己的自我
意识。当你正专注于某项任务时，你会获得对自我的强烈感觉，类似于自信和自我效能感。高
峰表现和自信在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也密切相关。获得高峰表现在很多情境下都会帮助你建立自
信。下面是两个关于高峰表现的代表性例子。
⿻ 一名地产经纪人一年之内在她的市场区域中创造了 1 700 万美元的业绩，她的业绩比
同一区域里的其他经纪人都要高出 40%。
⿻ 一个客服专员在 6 个西格玛的质量提升运动中被评为黑带，然后带领团队将一个电话
呼叫中心的客户满意度从 75% 提升到了 98%。

以自信的方式行动
一个大约 100 年前建立起来的心理学原理认为行为影响态度。当你改变自己行为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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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态度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样的想法同样可以用来建立自信。一个具有启发的例子是一个
经常令人忧虑的情境 ：做报告。高级执行教练 Gail Golden 指出，你应当目的明确地走进房间，
挺直腰背。抬起眼睛直视你的听众，而不是低着头看讲稿，或是看着你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演
示文稿。说话时声音要洪亮清晰，和听众做目光接触或者看着他们的前额。32 以这种方式来行
动通常可以让你在几分钟内倍感自信。

从挫折和窘境中恢复过来
韧性是个人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克服挫折也能建立自信。一个有效建立自信的方法是说
服你自己相信你可以战胜困境，比如说挫折和窘境，然后得到恢复。绝大部分成功的领导者都
成功地处理过至少一件他们职业生涯中的重大挫折，例如，被解雇或者降职。与之相反，在一
个或一系列的挫折之后崩溃常常会降低自信。
克服一些困境不但可以建立自信，还可以让人得到长时间良好的生存状态。一个历时 3
年，有 2 398 名被试参与的调查研究发现，经历过一些不利事件的人所报告的心理健康和幸福
水平要高于那些频遭逆境以及没有经历不幸的人。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心理学系的一位研
究者 Mark Seery 总结道，“和没有遭遇逆境或遭遇少量逆境的人相比，个人生活经历中遭遇过
一些逆境的人，可以预测较低的弥散性忧虑、较低的功能性损伤、较低的 PTS（创伤后应激，
或精神创伤后遗症）症状，以及更高的生活满意度。”33
本章随后阐述 3 个从挫折和窘境中复原的主要建议。

1. 克服情绪波动
困境会导致严重的情绪后果。严重的工作逆境所带来的情绪影响与人际关系丧失一样糟
糕。困境所带来的压力可以导致一个压力跟随着一个困境，而尾随着更多困境的循环。处理这
种情绪方面困境的基点是接受你遇到困难的现实。承认你的困境是正式的，而且你内心感受到
了伤害。下一步则是不要太在乎挫折。要记住，只要你在职业生涯中做出一些冒险，挫折就在
所难免。不将挫折个人标签化有助于免去一些苦闷情绪。如果有可能，不要害怕。要意识到你
正处在一个许多人都会为之惧怕的困难情境之中。说服你自己保持足够的冷静来处理严重的问
题或者是危机情境。同时，从你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寻求帮助。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得到情感上的
支持有助于你克服困境所引发的情绪波动。
许多人在事业的某个阶段会面对的一类情绪波动事件是公司认为你绩效低下而将你解雇。
遭到解雇可以深深地伤害大部分人，但按照前面所描述的步骤，可以将影响弱化并且最终带来
更高的自信心。数量众多的成功实业家都曾经被企业开除，原因通常是他们被看作思想奇特且
不会按规矩办事的人。

2. 为你的问题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解决你的问题是恢复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经常需要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芝加哥的
一位商学院学生詹森，加盟了一家快餐店来赚钱谋生并完成学业。然而附近企业的裁员让他的
销售额下降到了无法支撑快餐店基本开支的程度。就在他思索力所能及的各种能够迅速赚取生
活费的可能性时，詹森发现芝加哥市中心一带许多旧楼开始被改造并建成公寓或零售商店。于

第2章

自尊与自信

37

是，詹森想到了和两位从事房屋维修行业的亲戚合伙开一家室内拆迁公司。詹森创造性的解决
方案使他重建自身的财政平衡。他的自信伴随着他室内拆迁业务的繁荣而持续上升。如果前面
所说的步骤对你来说是有效的，并且你得以将自信水平提升到自己想要到达的程度，那么你将
会到达使自身适应人际关系的重要里程碑阶段。

3. 小憩一下来重拾自信
即使最成功的商业人士也会偶尔陷入低潮。由于销售代表的绩效可测量性很强，所以他
们更加能意识到自己陷入低潮并为之苦恼。当低潮来临时，员工可能会失去自信，执著于过
去所犯的错误，并开始对他们曾经很享受的绩效任务感到紧张。失去自信会导致绩效的进一
步下降。
正如一些运动心理学家所建议的那样，在低潮中重获自信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停止超负
荷工作并允许你自己放松一下。丹·狄乔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匹兹堡市的一位憧憬高科技产品
的销售旺季的客户经理，但是大订单却并没有如约而至。当看到其他销售人员赢得奖励时，他
变得消沉和自我怀疑。当狄乔听了运动心理学家 Gregg Sternberg 的讲座后，他联系了 Gregg
Sternberg。这位心理学家告诉狄乔，他工作太过努力，以至于有使其销售业绩进一步降低的风
险。狄乔的眼界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他的销售额比上一年翻了一番。34

努力发展积极心理资本
提升自信的一种很好理解的方法是发展积极心理资本（positive psychology capital），即
一种积极的心理发展状态，具体包括希望、自我效能、乐观和韧性四个维度。要注意自我效
能和韧性在本章前半部分关于自信的研究当中已经有所涵盖。具体而言，积极心理资本的组
成包括：
⿻ 希望是指坚定不移地朝向目标，必要时可以通过重新设定目标路径来获得成功。说得
通俗一些，就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永不放弃。
⿻ 自我效能是指对于挑战性的工作，要相信你可以为完成它而做出必需的付出和努力。
经验在这当中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如果你曾成功地完成过同样的任务，或者说是类似
的任务，你显然会更有信心取得成功。
⿻ 乐观是指对当下的成功或未来的成功做出正面的归因。如果你天生就是悲观主义者，
你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寻找某个给定情境中的积极方面。
⿻ 韧性是指对待问题和逆境时，应保持持续的努力并快速地从中恢复以取得成功。克服
一个重大挫折会很好地促进你自信的提高。
关于积极心理资本的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是，它可以开发。一个以 187 名职场人士为研究
对象的实验研究发现，通过基于网络的高度聚焦的持续两小时的训练课程可以使心理资本的平
均水平得到提升。这个研究对于心理资本的测量是完成训练后所给出的积极反馈的数据，积极
反馈的陈述例如“如果我发现自己的工作一塌糊涂，我可以想到许多解决的方法”（希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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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研究的参与者在未来的工作中确实能够更好地解决障碍，你就可以对“训练可以非常好地
提升心理资本”充满更大的信心。

避免过度自信
正如大部分的人类能力一样，自信如果到了另一个极端则会成为负面因素。过分自信的人
会变得咄咄逼人，也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在群体会议中，太过自信的人通常可能会在别人进
行应有的发言之前就做出评价。过分自信的人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他们在独占会议发
言权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别人在东张西望，根本没在听。
极端过度自信的潜在缺点还包括在一般情况下过分地在乎自我，包括自尊。对自己过度的
关注会使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意识过剩并且对其他人和外部世界不感兴趣。就如上面所
说的，自恋的家伙是很招人烦的。你大概就见过一些人在每次谈话中都要发表一些和他们的健
康状况或者他们所参加的活动有关的言论，这就说明了他们的自我中心性。
正确的平衡状态，是在关心你自己、你的自尊、自信和你的个人成长的同时，关注外部
世界。关注外部世界可以使你从根本上变强，因为你发展出了可以提高自信和自尊的技能与
兴趣。

协同依赖是什么，它与低自尊、低自信的联系有哪些
低自尊和低自信本质上的负面结果，是它使人脱离内在自我本身来寻求让自己的自我感觉
好一些。有些人试着通过酒精、药物或者尼古丁来让自己好受一些，并导致上瘾。另外一些低
自尊的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通过扮演牺牲者的角色而成为其他人的施恩者。
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协同依赖会造成不健康、不正常的关系。在本章的这个部分，我
们会简单地对协同依赖的含义、特征、控制和解决进行概述。不过，大家要注意协同依赖是一
个大而复杂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书籍以及网页资料成千上万。36 协同依赖这个话题
也可以被归入第 17 章中个人问题的部分。然而，协同依赖也可以影响人际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比如同事关系和领导行为。

协同依赖的含义
协同依赖（codependence）是一种状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人的影响或控制，或是依赖和
需要其他人，而这个人存在某种物质依赖，比如酒精和药物等 ；或是某种成瘾行为，比如赌博
和网络成瘾等。协同依赖是一种伴生依赖，因为个人本身依赖于其他人 的依赖。协同依赖倾
一

向于将他人需求的意愿放在第一位，以压抑自己的需求。这种行为和低自尊有着紧密的联系。
协同依赖也被认为是一种影响个体获得健康且相互满足的人际关系的情绪状态和行为状态。
协同依赖也被用来指成瘾关系，因为具有协同依赖的人通常建立或维持单向关系，这种关
系具有情绪上的破坏性和虐待性质。协同依赖常常是从观察和模仿其他有此类行为的家庭成员
一

是指协同依赖的人所依赖的对象也存在依赖性这一特征。——译者注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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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习得的。然而，人们也可能在日后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地为了满足有着严重个人问题的伴侣或
者上司的需求，而堕入协同依赖之中。
图 2-4 阐述了在协同依赖关系中发生的主要交往，无论这两个人是否明确地知道这种交往
模式正在持续之中。
两个处在协同依赖关系中的人互相依赖对方
我很高兴。我要照顾一个
完全依赖于负面行为的男人。
现在我可以自我感觉良好啦。

图 2-4

我完全依赖于每天玩
乐 透 彩。 我 不 知 道 应 该
如何解决我的这个问题。

协同依赖关系的主要方面

协同依赖问题的特征和描述
⿻ 协同依赖的一方通过掩饰被依赖方的成瘾行为建立自己对被依赖方负有责任的感觉，
比如说害怕（被依赖方的）过量饮酒行为被曝光。（例如，吉姆今天喝醉了，所以当他
的老板打电话来的时候，吉姆的太太简说：“真的很抱歉，吉姆今天病得不轻。他看来
是感染了那该死的病毒。”）对被依赖方进行袒护的问题在于，这个有成瘾问题的人的
行为得到了支持。
⿻ 协同依赖方通常只有在被依赖方感觉良好的时候才会感觉良好，所以协同依赖的一方
努力地取悦被依赖方。结果，协同依赖方极度地依赖，迫切地去满足他人，并且容易
答应他人的要求。
⿻ 女性属于协同依赖方的比例要高于男性，也许是因为某些文化普遍认为女性需要关照
和支持其他人，而男性容易对其他人的问题忽视或者冷漠（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性别
刻板印象而适用于较多数的男性和女性）。
⿻ 协同依赖方很难过上满足而有意义的生活，因为他在照顾另一个有依赖性的人上面投
入了太多的精力。协同依赖方经常在保持另一方的依赖上投入相当多的时间，以此来
使自己感觉到自己是有用的。
⿻ 协同依赖方有强烈的被需要的需要，所以他从有问题和需要被拯救的伴侣身上获得满
足。结果，协同依赖方的帮助行为超出了有益的限度，比如说帮助把自己所有收入都
投入到在线体育赌博中的赌徒准备一笔借款。
⿻ 协同依赖方通常相信他是被需要帮助的人困住的受害者。一个例子就是，一位行政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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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觉得她是受害者，因为她的上司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在公司的电脑上访问色情文学
网站。她觉得让她持续作为这种环境的性骚扰对象是不公平的。
⿻ 协同依赖方有一种强烈拯救他人或改造他人的需要，即使他潜意识意愿表现出来的只
是让对方保持这种依赖和无助。
⿻ 协同依赖方会因为被依赖方没有对他所施的帮助表示感激，或是对方最后没有发生改
变而感到愤怒。
⿻ 协同依赖方对于关系有一种不健康的依赖，并且会做任何的事情来持续一段关系，以
避免被抛弃的感觉。

如何控制和克服协同依赖
⿻ 协同依赖通常源自一个功能不健全的家庭成长经历，所以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可能被
要求去帮助协同依赖方克服其行为模式和态度。
⿻ 无论有没有进行心理治疗，协同依赖方都必须意识到存在这个问题，并细致地获取有
关协同依赖的信息。协同依赖方必须全面地检视他对他人的照顾行为。一个很好的自
我提问是：“我的行为是不是阻止了这个人独立呢”、“我是不是真的想要他变得更好”、
“我是不是让他更容易停留在依赖当中”。
⿻ 协同依赖方必须学会说“不”，即使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例如，“不，我是不会将你的
饭端进你房间来让你可以在电脑面前坐着多上几个小时网的”，“不，我不会帮你去便
利店买一扎啤酒的”，或者“不，你自己打电话去公司说你生病了，或者你自己写一封
邮件解释你为什么今天没法去上班”。
⿻ 协同依赖方必须意识到通常他的努力是无法改变另一个人的行为的。另一个人必须首
先有变得独立和健康的意愿才可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