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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有些事和你想的不一樣

人生在世，活得太聰明不行，活得太傻也不行，最好的狀態就是假

藉糊塗之象以行聰明之道。綜觀那些大智慧、大成就的人，往往表面上

都顯得很木訥，甚至有些愚笨，其實，這正是大智若愚的狀態。

正是由於智慧的複雜性，使得人心成為一種很難猜測的東西。生活

中，大多數人總是熱衷於猜測別人的想法，他們常常憑藉自己看到的或

聽到的事情作為最主要的判斷依據。其實，很多時候你的眼睛會欺騙你

的心。即使親眼看到的、親耳聽到的事情也未必是真實的情況，從這個

角度來講，很多事情真的和你想的不一樣。

兩位天使到一戶富有的人家借宿。可是，這家的主人卻是個一毛不拔兩位天使到一戶富有的人家借宿。可是，這家的主人卻是個一毛不拔

的「鐵公雞」，他把天使安排在冰冷的地下室過夜。兩位天使在睡覺前，的「鐵公雞」，他把天使安排在冰冷的地下室過夜。兩位天使在睡覺前，

年老的天使見牆上有一個洞，就順手把它修補上了。年輕的天使驚訝地問年老的天使見牆上有一個洞，就順手把它修補上了。年輕的天使驚訝地問

老天使為甚麼幫助這種為富不仁的人，老天使笑了笑，只說一句話：「有老天使為甚麼幫助這種為富不仁的人，老天使笑了笑，只說一句話：「有

些事情並非你想像中的那樣。」些事情並非你想像中的那樣。」

第二天晚上，兩位天使來到一戶非常貧窮的農民家借宿。農民夫妻二第二天晚上，兩位天使來到一戶非常貧窮的農民家借宿。農民夫妻二

人雖然日子過得很窮，但他們仍把僅有的一點食物拿出來招待兩位天使。人雖然日子過得很窮，但他們仍把僅有的一點食物拿出來招待兩位天使。

然後，農夫把自己的床鋪讓給兩位天使睡。第二天一早，兩位天使聽到從然後，農夫把自己的床鋪讓給兩位天使睡。第二天一早，兩位天使聽到從

窗外傳來農民妻子的哭聲，原來，他們唯一的生活來源窗外傳來農民妻子的哭聲，原來，他們唯一的生活來源——那隻奶牛昨晚那隻奶牛昨晚

突然死了。突然死了。

年輕的天使非常憤怒，他質問老天使：「為甚麼第一個家庭那麼富年輕的天使非常憤怒，他質問老天使：「為甚麼第一個家庭那麼富

有，你還幫他修補牆上的洞，而第二個家庭夫妻二人那麼貧窮，你卻沒有有，你還幫他修補牆上的洞，而第二個家庭夫妻二人那麼貧窮，你卻沒有

阻止奶牛的死亡？」阻止奶牛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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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並非你想像中的那樣。」老天使回答，「我們在第一戶人家「有些事情並非你想像中的那樣。」老天使回答，「我們在第一戶人家

借宿時，我從牆洞裡發現牆裡邊堆積了很多金塊，由於那位富人已經被貪借宿時，我從牆洞裡發現牆裡邊堆積了很多金塊，由於那位富人已經被貪

慾迷惑，不願意分享他的財富，於是我便把牆洞填上了。昨天，死神來召慾迷惑，不願意分享他的財富，於是我便把牆洞填上了。昨天，死神來召

喚農民的妻子，我為了讓她多活幾年，只好讓奶牛代替了她的生命。」喚農民的妻子，我為了讓她多活幾年，只好讓奶牛代替了她的生命。」

確實，有些事情，即使我們真的親眼看到、親耳聽到，可未必是事

情的真相，這是一種非常有趣的心理學現象。

在生活中，很多聰明的人，別人會懷疑他；很多愚蠢的人，別人會

譏笑他；只有那些看起來有些愚笨的聰明者，才是真正具有大智慧的

人。美國第九任總統威廉．亨利．哈里遜出生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個小鎮

上，他從小就聰慧過人，哈里遜挑硬幣的故事至今還被人們津津樂道。

由於哈里遜小時候非常文靜，又有些怕羞，很多人都將他當成傻瓜由於哈里遜小時候非常文靜，又有些怕羞，很多人都將他當成傻瓜

對待。那時，街上的人們總是喜歡和他玩一個遊戲。他們將一枚五分的硬對待。那時，街上的人們總是喜歡和他玩一個遊戲。他們將一枚五分的硬

幣和一枚一元的硬幣扔在哈里遜面前，讓他隨意挑選一個，而每次哈里遜幣和一枚一元的硬幣扔在哈里遜面前，讓他隨意挑選一個，而每次哈里遜

都會選擇那枚五分的硬幣。於是，大家一邊嘲笑他傻一邊繼續和他玩這個都會選擇那枚五分的硬幣。於是，大家一邊嘲笑他傻一邊繼續和他玩這個		

遊戲。遊戲。

有一天，一位善良的老夫人對哈里遜說：「可憐的孩子，下次別人再有一天，一位善良的老夫人對哈里遜說：「可憐的孩子，下次別人再

和你玩這個遊戲的時候，你可以拿那枚一元的硬幣，你難道不知道嗎，一和你玩這個遊戲的時候，你可以拿那枚一元的硬幣，你難道不知道嗎，一

元比五分值錢多了。」元比五分值錢多了。」

「我當然知道一元錢要比五分錢多得多，」哈里遜回答說，「可是，如「我當然知道一元錢要比五分錢多得多，」哈里遜回答說，「可是，如

果我真的撿了那枚一元的硬幣，恐怕這條街上不會有人再和我玩這個遊戲果我真的撿了那枚一元的硬幣，恐怕這條街上不會有人再和我玩這個遊戲

了。到時候，五分錢我也失去了。」了。到時候，五分錢我也失去了。」

這個故事讓人深思：原來，看上去最「傻」的人，才是最聰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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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有些事和你想的不一樣

很多事情，我們總是用自己特定的思維標準與價值理念去判斷，然

後得出一個自以為正確的結論。殊不知，很多事情並不是真的像我們想

像中的那樣。在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真真假假，有很多事情是我們無

法理解的。因此，我們在遇到事情的時候，要學會換一種思維角度看問

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發現生活原來是如此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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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頭腦中的思維定式

決定了態度，態度決定了結

果。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能

夠意識到自己的潛在能力，並

將這種能力發揮到極致的話，

就能發現一個連自己都不知道

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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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遇見未知的自己（認知心理學）

遇見未知的自己
認知心理學

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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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測試  解密你的內心

1.	 假如你受了委屈，你會怎麼做呢？

A. 立刻反駁→ 2

B. 低聲哭泣→ 3

C. 悶在心裡→ 4

2.	 很多人都說你是一個很較真的人嗎？

A. 是的→ 4

B. 不是→ 3

3.	 你是一個及時行樂的人嗎？

A. 是的→ 5

B. 不是→ 4

4.	 假如你看到一對情侶在吵架，你覺得女生接下來會做甚麼呢？

A. 女生打了男生一巴掌→ 7

B. 女生掩面哭泣着跑走→ 5

C. 女生原諒了男生→ 6

5.	 你是一個無法藏住秘密的人嗎？

A. 是的→ 7

B. 不是→ 6

6.	 你把金錢看得很重嗎？

A. 是的→ 9

B. 不是→ 8

7.	 你最想與甚麼人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

A. 陌生人→ 10

B. 自己的偶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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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暗戀對象→ 8

8.	 當你在愛情中受了傷，你會變得十分脆弱嗎？

A. 是的→ 11

B. 不是→ 10

9.	 假如你最親密的朋友愛上了一個人渣，你會怎麼做？

A. 勸服→ 11

B. 忽視→ 12

10.	 你是一個對音樂有着很高鑒賞力的人嗎？

A. 是的→ 12

B. 不是→ 13

11.	 當你心裡沒有一個目標時，你就感覺很倉皇嗎？

A. 是的→ 14

B. 不是→ 13

12.	 晚餐時你煎了一條魚，你會用以下哪一個盤子來裝呢？

A. 長方形的木盤→ 13

B. 魚形的白瓷盤→ 15

C. 圓形的玻璃碟子→ 14

13.	 你十分在意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形象嗎？

A. 是的→ 15

B. 不是→ 16

14.	 你喜歡看希臘神話嗎？

A. 是的→ 16

B. 不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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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總是能夠輕易察覺出別人臉上的細微表情嗎？

A. 是的→ 18

B. 不是→ 17

16.	 你希望以甚麼形式來留住最美好的回憶？

A. 用文字記敘下來→ 19

B. 用畫筆繪下來→ 18

C. 用照相機拍攝下來→ 20

17.	 假如你為洗衣液設計包裝瓶，你會選擇甚麼顏色的瓶子呢？

A. 藍色→ 18

B. 黃色→ 19

C. 綠色→ 20

18.	 你很少會因為想太多的事情而失眠嗎？

A. 是的→ 19

B. 不是→ 20

19.	 在《睡美人》這齣話劇裡，你最想扮演誰？

A. 仙女→ 20

B. 巫婆→ E

C. 公主→ C

20.	 你希望自己的臥室佈置在房子中的哪個位置呢？

A. 小閣樓裡→ A

B. 陽光充足的房間→ D

C. 安靜清幽的房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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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A 型 你的內心深處有一張細密封閉的網，將自己最私密的靈魂世

界與外界封閉起來。你有着一種嚮往流浪和孤獨的決絕，徹底的自

由和完美的幻想世界會讓你想遠離這個紛繁的世界，你偶爾會在人

群中孤僻而嫻靜。

B 型 你是一個在物質和精神上都很矛盾的人，你的聲色感官與物

質慾望都十分強烈，你會站在現實生活層面上對藝術和美孜孜不倦

地追求。你的內心看透了這個世界的愛恨離別、虛無縹緲、墮落欺

騙，你只想在生活中找到滿足與安逸。

C 型 你的內心有着一個寧靜安詳的角落，裡面裝滿了你對浪漫和

小資情調的追求，你總是在逃避現實生活中所有煩瑣的事情，你恐

懼生老病死、爾虞我詐、明爭暗鬥。你想要找到現實世界和自己幻

想的虛擬世界的平衡所在。

D 型 你的內心是一片充滿希望和自信的陽光之地，生命中點點滴

滴的成長和經歷都會讓你銘刻在心，包括那些大喜大悲、大起大

落，但是你更注重去記住那些快樂和激勵人心的事情。現實的你無

法停下靈魂的腳步，執着追求現實生活的目標。

E 型 雖然表面上的你看起來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總是帶着親切的

笑容，但是這並不代表你的內心也信奉快樂，然而聰明的你會信奉

順暢自然之流水般的感覺。就算遇到挫折和失敗，你也會堅信「船

到橋頭自然直」，你總是用一個平實的心態去面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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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未知的自己

「認識你自己」是刻在阿波羅神廟裡的三句箴言之一，這句名言作

為象徵着最高智慧的「阿波羅神諭」，告誡我們要有自知之明。

從古到今，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始終處於無盡的探索之中。然而，現

實中大多數人卻固執地認為只有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實際上，對

於自己，自己不知道的地方還有很多。例如，有一天朋友對我說：「你

知道嗎，你的性格太要強了，遇到甚麼事情都從不服輸。」雖然我嘴上

不願意承認，可心裡還是暗暗吃驚，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性格中確實 

有這樣的傾向。可見，別人能夠幫助我們發現以前不知道的自己的另 

一面。

愛因斯坦小時候非常貪玩，幾乎每天都會和一群頑皮的孩子混在一愛因斯坦小時候非常貪玩，幾乎每天都會和一群頑皮的孩子混在一

起，母親怎麼勸說都毫無用處。直到他 16 歲那年的一天，父親的一個故起，母親怎麼勸說都毫無用處。直到他 16 歲那年的一天，父親的一個故

事改變了愛因斯坦的一生。事改變了愛因斯坦的一生。

那天，愛因斯坦又約了一群朋友去河邊玩耍，父親突然對他說：「你那天，愛因斯坦又約了一群朋友去河邊玩耍，父親突然對他說：「你

能先等一下嗎？我這裡有一個故事，能不能聽我講完再出去？」能先等一下嗎？我這裡有一個故事，能不能聽我講完再出去？」

愛因斯坦有些不情願地坐了下來。愛因斯坦有些不情願地坐了下來。

父親說：「昨天，我和你傑克叔叔一起清理了一個煙囪，我們踩着裡父親說：「昨天，我和你傑克叔叔一起清理了一個煙囪，我們踩着裡

面的鋼筋梯子爬出來的時候，你傑克叔叔走在前邊，我跟在後邊。當我們面的鋼筋梯子爬出來的時候，你傑克叔叔走在前邊，我跟在後邊。當我們

走出煙囪時，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你傑克叔叔臉上和身上全是走出煙囪時，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你傑克叔叔臉上和身上全是

濃濃的煙灰，而我身上卻連一點煙灰都沒有。」濃濃的煙灰，而我身上卻連一點煙灰都沒有。」

「是嗎？怎麼會這樣呢？」愛因斯坦一下子來了興趣。「是嗎？怎麼會這樣呢？」愛因斯坦一下子來了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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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接着說：「我當時看到你傑克叔叔的樣子，心想自己身上肯定和父親接着說：「我當時看到你傑克叔叔的樣子，心想自己身上肯定和

他一樣髒，於是我到旁邊的小河裡仔細地洗了洗。而你傑克叔叔呢，他看他一樣髒，於是我到旁邊的小河裡仔細地洗了洗。而你傑克叔叔呢，他看

到我身上幾乎沒有一點灰，認為自己身上肯定和我一樣乾淨，所以他只是到我身上幾乎沒有一點灰，認為自己身上肯定和我一樣乾淨，所以他只是

簡單地洗了洗就和我一起上街了。結果，街上的人看到他都笑破了肚皮，簡單地洗了洗就和我一起上街了。結果，街上的人看到他都笑破了肚皮，

還以為你傑克叔叔是個瘋子呢！」還以為你傑克叔叔是個瘋子呢！」

愛因斯坦聽到這裡，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愛因斯坦聽到這裡，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父親等了一會兒，嚴肅地對他說：「孩子，我之所以給你講這些，是父親等了一會兒，嚴肅地對他說：「孩子，我之所以給你講這些，是

想告訴你，任何人都不能作為你的鏡子，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的鏡子。一想告訴你，任何人都不能作為你的鏡子，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的鏡子。一

個一直拿別人當鏡子的人，永遠無法「照」出自己的樣子。個一直拿別人當鏡子的人，永遠無法「照」出自己的樣子。

聽了這話，愛因斯坦一臉愧色。從此，他遠離了那群頑皮的夥伴。在聽了這話，愛因斯坦一臉愧色。從此，他遠離了那群頑皮的夥伴。在

以後的日子裡，愛因斯坦時刻用自己做鏡子來審視自己，終於照出了光輝以後的日子裡，愛因斯坦時刻用自己做鏡子來審視自己，終於照出了光輝

的一生！的一生！

愛因斯坦的故事告訴我們，每個人都隱藏着不為人知的一面。如果

我們想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可以適度通過別人的幫助。但是，不要把別

人當成自己的鏡子，只有自己才是最好的參照物。

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羅森塔爾曾做過這樣一個實驗。

他隨機找來兩群老鼠，把它們編成 A 鼠群和 B 鼠群。然後，他把 A他隨機找來兩群老鼠，把它們編成 A 鼠群和 B 鼠群。然後，他把 A

鼠群交給一名實驗員，並再三告訴他，這是一群自己特地挑選出的老鼠，鼠群交給一名實驗員，並再三告訴他，這是一群自己特地挑選出的老鼠，

每一隻都特別聰明，交由他來訓練。接着，羅森塔爾教授把 B 鼠群交給另每一隻都特別聰明，交由他來訓練。接着，羅森塔爾教授把 B 鼠群交給另

一名實驗員訓練，告訴他這是一群非常普通的老鼠。於是，兩名實驗員開一名實驗員訓練，告訴他這是一群非常普通的老鼠。於是，兩名實驗員開

始對這兩群老鼠進行了訓練。始對這兩群老鼠進行了訓練。

過了一段時間，羅森塔爾教授讓兩名實驗員將自己訓練的老鼠進行穿過了一段時間，羅森塔爾教授讓兩名實驗員將自己訓練的老鼠進行穿

越迷宮測試。結果，A鼠群通關的時間比 B 鼠群要快得多。羅森塔爾教授越迷宮測試。結果，A鼠群通關的時間比 B 鼠群要快得多。羅森塔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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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當初我對鼠群分類時，完全是隨機的。而實驗員聽說 A 鼠群聰明，說：「當初我對鼠群分類時，完全是隨機的。而實驗員聽說 A 鼠群聰明，

他就用對待聰明老鼠的辦法來訓練它們，結果 A鼠群中的老鼠真的變成了他就用對待聰明老鼠的辦法來訓練它們，結果 A鼠群中的老鼠真的變成了

聰明的老鼠；另一個實驗員則用對待普通老鼠的辦法來訓練它們，結果 B聰明的老鼠；另一個實驗員則用對待普通老鼠的辦法來訓練它們，結果 B

鼠群的老鼠真的成了普通的老鼠了。」鼠群的老鼠真的成了普通的老鼠了。」

羅森塔爾教授的這個實驗，之所以出現這樣反差極大的結果，根本

原因是實驗員在訓練老鼠時所採取的態度和採用的方法不同。用心理學

的術語來講，就是最初頭腦中的思維定式決定了態度，態度決定了結

果。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潛在能力，並將這種能力

發揮到極致的話，就能發現一個連自己都不知道的自己。

在我們從事某項事業之前，首先要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尋找自己、認

識自己。只有對自己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我們才能更好地塑造自己的 

人生。

那麼，如何才能客觀真實地認識自己呢？

1 .  要認識自己，先學會面對自己

在心理測試的題目中，有這樣一個經典的案例：一名因落水而導致

昏迷的女人被救起來，她醒後發現自己一絲不掛地躺在某處時，第一個

反應會是甚麼？答案是「先尖叫一聲，然後閉着眼睛用手捂住自己的

臉」。這是一個典型的不願面對自我的例子。

生活中很多人正是因為自己存在「缺陷」，才會通過這樣的方法來

掩蓋「缺陷」。這種行為實際上和前面提到落水的女人一樣，只是蒙上

了自己的眼睛，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因此，想要認識自己，先要敢

於面對自己。



9

第 1 章　遇見未知的自己（認知心理學）

2 .  培養收集信息的能力和判斷力

所謂判斷力，是指一種在大量信息基礎上的決策能力。如果不收集

信息，判斷力就無從談起。

有一位年輕的割草工打電話給一位太太說：「請問您家需不需要割有一位年輕的割草工打電話給一位太太說：「請問您家需不需要割

草？」這位太太回答道：「抱歉，我已經請了割草工。」年輕人又說：「我草？」這位太太回答道：「抱歉，我已經請了割草工。」年輕人又說：「我

能幫您清理花園中的雜草。」這位太太回答：「我請的割草工已經做了，能幫您清理花園中的雜草。」這位太太回答：「我請的割草工已經做了，

我對他的工作很滿意，不需要其他割草工了。」年輕人便掛了電話。旁邊我對他的工作很滿意，不需要其他割草工了。」年輕人便掛了電話。旁邊

的哥哥問他：「你不就是一直在這位太太家做割草工嗎？」年輕人笑着說：的哥哥問他：「你不就是一直在這位太太家做割草工嗎？」年輕人笑着說：

「是的，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做得有多好。」「是的，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做得有多好。」

故事中的這位年輕人在收集到大量信息之後，對自己的工作作出了

判斷。同樣的道理，我們在生活中想判斷自己某件事情做得到底怎樣

時，一定要在搜集大量信息之後，再作出判斷。這樣才是最接近於真實

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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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夢中尋找真實的自我

人在睡眠中有兩種狀態會交替出現，一種是大腦和身體都休息的狀

態，另一種是大腦清醒但身體休息的狀態。一般情況下，人容易在大腦

清醒的睡眠狀態下做夢。有時候，夢中的情節會有一個完整的結局；有

時候，夢中的情節匪夷所思。當我們醒來時，有些夢仍然記得很清楚，

有些夢則只剩下支離破碎的片段了。

著名的精神分析專家弗洛伊德認為，人們會把自己的願望埋藏在內

心最深處，當一個人處在清醒狀態時，他的意識會抑制願望；而一旦進

入睡眠狀態後，內心中的願望會化為影像，就形成了夢境。

對大多數人而言，緊張忙碌的生活讓其不得不做一些自己不願意做

的事，說一些自己不願意說的話。每個人在社會中所表現出的性格特徵

都不是純粹真實的自己，這是我們在意識上的一種自欺。但在夢中，人

們則無須掩飾，能夠直面自己的內心。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能夠在夢

中尋找真實的自己。

「莊周夢蝶」的故事一直流傳至今，或許正是因為我們都能隱約感

覺到，自己在夢中反而更加清醒。因為夢是潛意識的展現，而潛意識 

則永遠不會欺騙我們；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意識卻時常會故意欺騙

我們。

因此，夢境是一個有趣的心理學現象。我們來看一個真實的案例。

夏雪是一名普通的女人，她結婚已經有三年了。最近幾個月，她陷入夏雪是一名普通的女人，她結婚已經有三年了。最近幾個月，她陷入

了一場婚外戀不能自拔。於是，她去心理學專家陶玲那裡做心理諮詢。了一場婚外戀不能自拔。於是，她去心理學專家陶玲那裡做心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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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雪很漂亮，可她卻一直覺得自己很醜。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心理，是夏雪很漂亮，可她卻一直覺得自己很醜。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心理，是

因為她從小就被爸爸開玩笑說她是個醜女孩。時間一長，她竟然將這種玩因為她從小就被爸爸開玩笑說她是個醜女孩。時間一長，她竟然將這種玩

笑當真了。這給夏雪造成了不小的心理負擔。在夏雪 25 歲那年，她嫁給笑當真了。這給夏雪造成了不小的心理負擔。在夏雪 25 歲那年，她嫁給

了一位大自己十幾歲並離過婚的男人。了一位大自己十幾歲並離過婚的男人。

「老公對我很好。」夏雪回憶說，「可我總覺得，他並不真正了解我。」「老公對我很好。」夏雪回憶說，「可我總覺得，他並不真正了解我。」

一個偶然的機會，夏雪遇到了何成。一直感覺婚姻平淡的夏雪很快被一個偶然的機會，夏雪遇到了何成。一直感覺婚姻平淡的夏雪很快被

何成的浪漫打動了，兩個人陷入了一場熱戀之中。何成的浪漫打動了，兩個人陷入了一場熱戀之中。

這讓夏雪心裡很矛盾，一方面她認為婚外戀是件可恥的事情，另一這讓夏雪心裡很矛盾，一方面她認為婚外戀是件可恥的事情，另一

方面她又無法克制自己。可是在這段時間裡，夏雪晚上總會做一個奇怪的方面她又無法克制自己。可是在這段時間裡，夏雪晚上總會做一個奇怪的

夢，她夢見丈夫也有了婚外戀。夢，她夢見丈夫也有了婚外戀。

當夏雪把這個奇怪的夢告訴陶玲時，陶玲說：「這並不奇怪，因為你當夏雪把這個奇怪的夢告訴陶玲時，陶玲說：「這並不奇怪，因為你

的自責太強烈了，夢見你丈夫有了婚外戀，你能在心理上適當減輕對自己的自責太強烈了，夢見你丈夫有了婚外戀，你能在心理上適當減輕對自己

的指責。」的指責。」

夏雪向陶玲請求幫助，因為她覺得像自己這麼醜的女人，一旦真的離夏雪向陶玲請求幫助，因為她覺得像自己這麼醜的女人，一旦真的離

婚了，以後很難找到合適的伴侶。而且，她也一直擔心這段婚外戀被丈夫婚了，以後很難找到合適的伴侶。而且，她也一直擔心這段婚外戀被丈夫

發現。發現。

其實，夏雪的這種想法本身就是矛盾的。她在夢中已經意識到自己錯其實，夏雪的這種想法本身就是矛盾的。她在夢中已經意識到自己錯

了，只不過在為自己的出軌尋找心理上的安慰而已。了，只不過在為自己的出軌尋找心理上的安慰而已。

於是，陶玲開始幫助夏雪消除這種病態的自我欺騙。讓她意識到自己於是，陶玲開始幫助夏雪消除這種病態的自我欺騙。讓她意識到自己

很漂亮，意識到婚外戀的嚴重後果。隨着治療的深入，夏雪不但斷絕了婚很漂亮，意識到婚外戀的嚴重後果。隨着治療的深入，夏雪不但斷絕了婚

外戀，也變得越來越自信了。外戀，也變得越來越自信了。

可見，人在夢中有時候更能直觀地表達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展現更

加真實的自我。通常，夢中包含的各種信息都與人的心理有關。這些信

息或許是來自內心深處的願望，或許是身體發生了危險警報，或許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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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件事情的憂慮。因此，很難用一句簡單的話來總結夢代表着甚麼。而

且，由於做夢的人情感、生活、工作、心態等都各不相同，夢的含義也

是千差萬別。

不過，特定的夢有很強的傾向性。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心理學專

家和睡眠研究專家關於夢的研究結果。當然，即使對於同樣的夢，不同

的研究者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所以，我們不必將其當成準則，但可

將其作為認識真實自我的一個參考。

那麼，到底夢與我們的內心有着怎樣的關聯呢？下面我們根據幾個

常見的夢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1 .  墜落的夢

很多人時常夢見自己從高空或從某個地方墜落下來，摔在地面上卻

沒有一點疼痛感。做這類夢的人通常是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難，或在情感

上遇到了挫折，內心的不安使得自己在睡眠時出現這樣的夢境。

在夢中，我們墜落的時候大多能意識到自己是在做夢，有些人在墜

落的過程中突然把腿用力伸一下，然後從夢中驚醒。

從心理學上來看，做墜落的夢表明你在現實生活中感覺自己受到了

打擊，你可能失去了一個穩定的立足點，整個人正在恍惚之中。這個時

候，你需要腳踏實地，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才能讓自己的內心

穩定下來。

2 .  飛翔的夢

當一個人工作順利、事業成功、家庭美滿時，常常會做飛翔的夢。

夢見自己在飛，暗示做夢的人職位會得到提升，事業會更加順利。當

然，也有心理學家認為，當人在現實中壓力過大或者想逃避現實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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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才會做飛翔的夢。

夢見自己飛得太高，暗示着做夢的人對生活或工作中的挑戰感到擔

憂；夢見自己飛得很暢快，則表示做夢的人擁有駕馭一切的能力，並有

施展自己能力的空間；夢見自己飛得有困難，表明做夢的人對周圍環境

缺乏一定的控制能力。

一般來說，飛翔的夢大多非常真實，甚至在生活中有些人夢見了自

己能飛，還真的以為自己能夠在空中自由飛翔，結果在現實中試了一下

卻摔成重傷。

3 .  被追趕的夢

通常來說，當一個人陷入不安或工作壓力太大時會夢見自己被追

趕。這類夢容易讓人聯想到充滿壓力的現實。因此，壓力是做這類夢的

關鍵因素。

對於夢中的追趕者，有些人能夠回憶起來，有些人甚至在夢中都不

敢看一眼到底是誰在追趕自己。假如能夠回憶到是誰在追趕自己，那夢

中反映出的心理就比較簡單了。如果是老闆或同事，則表明夢與工作有

關；如果是家人，則表明夢與家庭有關。當你在夢中都無法看到追趕自

己的是甚麼人時，則表明你在現實中遇到了極大的壓力無法排解。

另外，也有一些心理學家認為，當一個人時常做被追趕的夢時，表

明他兒時曾有過恐怖經歷或心理上曾有過恐怖的體驗。

通過上面幾種常見的夢境，我們可以發現夢與自己的真實心理有着

很奇妙的關聯。正是由於這種關聯，使得我們在夢中更容易找到真實的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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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的潛意識從不說謊

人的大腦在接收信息時，分為有意識和無意識兩種方式。我們的大

腦每天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有形或無形的刺激，根據刺激程度不同，我

們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反應。有意識的接收是我們對於周圍事物的刺激有

知覺地接收信息，無意識的接收是我們對周圍事物的刺激不知不覺地接

收。這種無意識的接收行為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潛意識。

每個人的大腦都是一座金礦，它所蘊藏的潛在能量是驚人的。科學

研究表明，人類的大腦存儲信息的容量相當於一萬個藏書為一千萬冊的

圖書館，絕大多數人一生中也僅使用腦能力的很小一部分。正如美國著

名學者奧圖博士所說的那樣：「人腦好像一個沉睡的巨人，我們只用了

不到 1%的腦力。」

如果我們能開發大腦的一小半潛能，就能輕易學會 40種語言，記

住一整套百科全書，獲得 12 個博士學位。可惜的是，很多人終其一

生，都忽略了如何有效發揮大腦的潛能，即潛意識中激發出的力量。

我們的潛意識擁有無窮的力量，它能完全控制我們的身體功能、狀

況和感覺。它從不會說謊，能夠最真實地表達我們內心的聲音。例如，

通過暗示，能夠讓人感覺到發燒或發冷，能夠讓人失去行走能力。

舉兩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端着一杯水對處於催眠狀態下的人說：

「這是杯辣椒水，你聞一下。」對方接下來的反應就是打噴嚏。如果有

人說他對花粉過敏。當他進入催眠狀態時，你可以捧一束人造花給他

聞，告訴他這束花開得如何豔麗，他肯定會出現過敏症狀。

上面兩個例子說明，很多人得病的根源在於心態上出了問題。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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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很多疾病都可以通過潛意識來治療。諸如精神病醫生、心理學家

等，都是利用潛意識的力量來幫助病人獲得康復。

16世紀意大利著名的哲學家皮爾特羅 ·龐波納茨說：「我們可以很

容易地想像出信仰和想像力所產生的神奇效果。一些遺物能治好病實際

上是想像力和信心的結果。江湖醫生和哲學家知道，如果放一些骨頭在

聖人場所，讓人們相信這確實是聖人的遺骨，相信的病人多多少少會產

生效果的。」

可見，當一些有形或無形的東西對人的潛意識起到很好的暗示，人

們很容易從心理上有所改變，從而直接體現在行為上。

法國著名的醫學教授希波萊特 ·伯恩海姆曾在自己的著作《暗示療

法》中提到這樣兩個真實的案例：

案例一：案例一：

一位病人患了舌頭麻痹症，失去了說話的能力，他曾嘗試過多種治一位病人患了舌頭麻痹症，失去了說話的能力，他曾嘗試過多種治

療，但都沒能起到效果。後來，這位病人找到了伯恩海姆教授。療，但都沒能起到效果。後來，這位病人找到了伯恩海姆教授。

伯恩海姆教授告訴患者，說自己有一個新型設備，能夠很輕鬆地治好伯恩海姆教授告訴患者，說自己有一個新型設備，能夠很輕鬆地治好

他的病。接下來，伯恩海姆教授拿來一個普通的袖珍口腔溫度計，然後小他的病。接下來，伯恩海姆教授拿來一個普通的袖珍口腔溫度計，然後小

心翼翼地放入這名患者口中。對方以為這真的是一個特殊儀器。沒過幾分心翼翼地放入這名患者口中。對方以為這真的是一個特殊儀器。沒過幾分

鐘，這名患者居然大叫起來，他的舌頭恢復了自由。鐘，這名患者居然大叫起來，他的舌頭恢復了自由。

案例二：案例二：

一天，一位女士找到伯恩海姆教授，她已經有四週不能說話了。伯恩一天，一位女士找到伯恩海姆教授，她已經有四週不能說話了。伯恩

海姆教授通過仔細觀察後，判斷她可能是心理方面的原因。於是，他對這海姆教授通過仔細觀察後，判斷她可能是心理方面的原因。於是，他對這

位患者說，失去說話能力很多時候可以通過電來治療。位患者說，失去說話能力很多時候可以通過電來治療。

接下來，伯恩海姆教授讓助手拿來電感應設備，用手捂住她的喉部，接下來，伯恩海姆教授讓助手拿來電感應設備，用手捂住她的喉部，

然後輕輕動了幾下對她說：「好了，你現在可以大聲說話了。」這位女士然後輕輕動了幾下對她說：「好了，你現在可以大聲說話了。」這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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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懷疑的眼神看了伯恩海姆教授一眼。伯恩海姆教授笑着讀了幾個詞，她用懷疑的眼神看了伯恩海姆教授一眼。伯恩海姆教授笑着讀了幾個詞，她

居然也跟着讀了出來。她的「病」徹底好了。居然也跟着讀了出來。她的「病」徹底好了。

伯恩海姆教授的這兩個案例表明病人可以通過信心和期待的力量來

治病，也就是對潛意識進行有效的暗示。他曾經這樣說：「我可以在病

人的脖子上貼一張郵票，暗示他說這是一張黏蠅紙，病人的脖子上居然

會起火皰。可見，人的潛意識能產生多麼強大的力量。」無數事實表

明，人的潛意識的確能控制身體的各個器官。

正是因為人的潛意識從不說謊，所以當一個人在撒謊的時候，他身

體的任何一個部分，都會下意識地泄露他內心的真正情感。

1 .  眼睛會說話

有些人在說假話的時候，眼神總是避免和對方接觸，他們會想方設

法地避開與別人直視的機會。因為他們潛意識覺得對方總會透過眼神看

穿自己的真實想法，故而會本能地感到心虛，並且眼神閃爍、飄忽不

定，或者老是往下看。

相反，當人們在講真話或是受到冤枉時，眼睛會瞪着對方，彷彿在

說：「我說的都是實話，你不能這樣冤枉我。」

這些眼睛上的反應，就是自己潛意識的一種表達方式。

2 .  快速地聳肩

聳肩表示對某件事情漠不關心或一無所知，傳達的意思是「我不知

道」或「我不在乎」。當人們聳肩的時候，表示他們願意溝通某個信息。

當然，如果聳肩過快，則表示對方心裡存在不確定性。他想要讓別人覺

得自己泰然自若，但事實上並非是自己的真實感情，聳肩的動作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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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聳肩，只是一個自我安慰的下意識動作而已。

3 .  情緒騷動

當一個人的情緒出現騷動的時候，只要仔細觀察，就能發現他的真

正想法。由於做假的情緒反應不是自然發生的，自然會稍微延後出現，

持續的時間也比真正的情緒要久，然後就「突然」消失了。

如果一個人的情緒持續過久，表示這種反應很有可能是裝出來的。

這種裝出來的東西會在潛意識的動作裡出賣自己。

4 .  潛意識的隱藏

當一個人在陳述某件事情或回答某個問題的時候，會把手往臉上

放，這樣的動作通常表示他所說的不是真話。如果他在說話的時候下意

識地捂住自己的嘴，則表示他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這些動作

表示他在潛意識裡試圖隱藏真相。

如果一個人在聽你說話的時候，時而雙手掩面，時而摸摸自己的

臉，則表示他壓根不想聽你說這些。

可見，一個人不管自控能力有多麼強，他的潛意識都會表露出他的

真實想法，因為人的潛意識從來不會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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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潛意識跟第六感的關係

直覺其實就是「第六感」的一種表現方式。一般來說，「直覺」不

僅僅是「第六感」，還包括一些預感、靈感、洞察力等，它和「潛意識」

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從心理學上講，潛意識是指潛藏在我們一般意識下的一種神秘力

量，是相對於「意識」的另一種思想，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潛能」。潛

能往往藏在我們深層的意識之中。

那麼，「第六感」又是甚麼呢？所謂的第六感，就是人類除了聽覺、

視覺、嗅覺、觸覺、味覺之外的感覺。現代心理學上所說的第六感，更

多的是將研究重點放在了意識的深層。從這個角度上來講，第六感也是

潛意識的一種。

2005年，美國華盛頓大學腦心理學專家的研究結果顯示，人類大腦

額前葉的某一部分會對一些危險起到奇妙的預警作用，這種預警有「第

六感」的特點。當今世界，第六感研究領域最主要的訊息主要來源於動

物界，著名的動物心理學家丹尼斯 · 巴登在自己的作品《動物心理學》

中提到這樣一個故事：1940年，希特拉對倫敦進行大規模轟炸。在轟

炸前的數個小時裡，很多貓、狗在屋子裡跑來跑去，頻頻發出尖叫聲，

有些還咬着主人的衣裙拚命地往外拉，催促他們趕快逃離。動物的這種

反應就是「第六感」的一種體現。

研究動物意識的科學家普遍認為，動物界普遍存在着對信息素的感

覺。信息素是動物分泌的一種化學物質，它能影響同種動物的行為、習

性乃至發育和生理活動等。



19

第 1 章　遇見未知的自己（認知心理學）

第六感涉及的問題比較複雜，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第六感

肯定不是意識範疇的事物，它的種種特性表明，第六感是潛意識的一種

表現形式。通常來說，第六感的表現形式有以下幾種。

（1）自己曾經做過一些夢的場景真實發生了。

（2）到一個自己從未去過的新地方，卻發現這裡的景物都是熟 

悉的。

（3）在別人說話之前，已經知道他要說甚麼了。

（4）在工作或生活中，常常會有極度準確的預感。

（5）有時候自己的皮膚或體內器官有刺痛感或有螞蟻爬的感覺。

（6）在電話鈴響之前，就能預知它會響。

（7）突然想到一個很久不見的人，然後在短期內居然真的與他相 

遇了。

（8）曾經做過一些色彩繽紛的夢或者聽到一些無法解釋的聲音。

上面列出的這些事情，相信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曾經感受過。這些其

實就是潛在意識的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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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血型與性格之間的「曖昧」

血型是人的天生素質，它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與身體有關的體

質，另一種是與精神有關的氣質。體質和氣質乍看上去是毫不相關的東

西，其實二者之間是有一定聯繫的。

由於觀察的角度不同，有些東西有時可以稱之為體質，有時則可以

稱之為氣質。例如，人的飲食、睡眠習慣等，很難將其歸結為體質還是

氣質。血型是體質和氣質的總和。

血型的差別程度之大是非常驚人的。那麼，血型與性格之間到底有

怎樣的關係呢？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性格是表現一個人個性的心理特徵，它主要

表現在待人接物的態度和行為方式上，不同的態度和行為方式構成了每

個人區別於他人的獨特性格。按照傳統的說法，一個人的性格與多種因

素有關，包括家庭因素、生理因素、遺傳因素等，而性格與血型是否有

一定的關係，並沒有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可，也缺乏統計學上的數據支持。

然而，日本一些學者堅持認為，血型決定着一個人的性格，科學地

運用血型知識，可以幫助人們妥善地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在那些堅信

血型決定性格的人看來，血型與性格關聯密切。下面是血型與性格的常

見理論。

1 .   O 型 —— 現實浪漫主義者

O型血的人性格敏感，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另外，O型血的

人喜歡表現自己，擁有全局意識，一旦下決定就很難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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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A 型 —— 崇尚完美主義者

A型血的人擁有奉獻精神，具有很強的協調性。他們不太喜歡在別

人面前完全袒露自己的內心。另外，A型血的人重視周圍氣氛，能夠積

極地服務別人。

3 .   B 型 —— 充滿感情的行動家

B型血的人個性爽朗，富有同情心，說話喜歡開門見山。另外，B

型血的人做事情不求結果，更在乎過程。然而，這種類型的人有時過於

相信直覺，容易不顧一切地蠻幹。

4 .   A B 型 —— 充滿矛盾的自信家

AB型血的人是天生的和平主義者，他們時常會為了公眾的事而奔

波，不太計較個人得失。然而，AB型血的人對人忽冷忽熱，有時又太

固執己見，不太合群。

上述提到的這些血型與性格的關係，是被很多人所認可的，他們時

常會根據一個人的血型來判斷其性格。

1927年，一位名叫古川竹二的日本人採集了 1245個人的血型進行

調查，得出了「同一血型的人具有共同的氣質」這一結論。他的調查結

果顯示：A型血的人順從聽話；B型血的人感覺靈敏；O型血的人意志

堅強；AB型血的人有雙重性格，外表與 A型血的人相符，內在與 B型

血的人相符。這個調查結果雖然在學術界並沒有得到認可，甚至遭到了

批評和嘲笑，但在民間卻被很多人視為科學新發現而廣泛接受。

為此，很多人將血型與性格當成一門科學進行研究。一些學者還為

此做了大量調研。他們使用最多的是徵詢調查，通過詢問被調查者來總

結血型和性格的關係是否具有通用性。可是，徵詢調查最大的弊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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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調查者在回答中經常會帶有主觀的成份。因此，更科學的是使用另一

種方法，即各行各業血型分佈差別對比法。

有一位日本學者對政界、商界和文藝界等一百多種職業近五萬人進

行了調查，其目的就是試圖證明血型與性格之間有着直接聯繫。可是，

他的調查結果卻顯示，同種血型的人，有些人確實性格比較接近，可有

些人性格卻截然相反。這一點顯然沒有在血型與性格之間找到令人信服

的科學依據。

還有一種方法是試驗觀察法，即對人進行試驗，這種方法雖然有一

定的局限性，但它仍是不可缺少的科學手段。例如，在日本進行相撲的

比賽中，相撲力士在對陣時先出右腳還是先出左腳與血型有着驚人的關

係。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對血型與性格的關係會產生新的認識。

儘管血型決定性格的說法在日本影響非常大，但一些嚴謹的日本心

理學家在對血型和性格進行深入研究後發現，二者之間並沒有明顯的關

係，即使有些許微弱的關聯，也多是出於被試者對自己的心理暗示，也

就是說，有些被試者從心理上堅信血型與性格有很大關聯，從而自己給

自己一個強烈的心理暗示。例如，一個人是 A型血，他在了解了 A型

血的人具有的特性之後，開始要求自己朝着這個方面去發展，並逐漸把

自己塑造成具有 A 型血共性的人。血型與性格之間真正的關聯竟然僅

僅是自我暗示，這一點讓很多心理學家感到沮喪。於是，科學家的實驗

地由東方轉到了西方。

1964年，美國的幾位心理學家在一本著名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一篇

論文，內容是他們對五百多名意大利人進行了 16項性格指標測試，發

現其中只有一項與血型相關，即 B型血的人比 A型血和 O型血的人更

加溫順，這個實驗結果與血型學說提出的理論正好相反。

此後，有很多國家的心理學家針對血型與性格做了大量實驗，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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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結論是：血型與性格無關！

這樣看來，血型決定性格的說法不但缺乏科學依據，也沒有一個站

得住腳的原理。儘管如此，血型決定性格的說法仍然被很多人所認可。

因此，血型與性格之間的這種「曖昧」還會一直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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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筆跡與性格的關係

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筆跡，筆跡能直接反映出一個人的心理狀

態。多少年來，筆跡學發展成為一種筆跡心理學。它是以筆跡為窗口，

研究不同的人是如何把人性的屬性以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方式表達出

來的科學。

筆跡心理學是應用心理學的一種，但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個陌生的詞

彙。然而，它作為一門古老而又悠久的學科，在中國的歷史上源遠流長

卻未形成獨立的科學體系。

在生活中，我們常聽人說通過一個人的筆跡能看出他的性格。下

面，我們來詳細介紹一下筆跡與性格的關係。

1 .  從字體的傾斜看性格

所謂字體的傾斜，是指字體的偏斜角度。一般來說，字體有傾左、

傾右和端正三種。

1）傾左的字體

* 擁有較強的進取心，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擁有奮發向上的態度。

* 在個性上擁有反抗精神，在生活中他人不太容易與之相處。

* 過於傾左，則表示詭計多端，為人奸詐。

2）傾右的字體

* 富有強烈的好奇心，喜歡探索未知的領域。

* 性格外向，擁有服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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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於傾右，則表明忌妒心強，見不得比自己優秀的人。

3）端正的字體

* 大多為人正直，富有正義感。

* 自尊心很強，做事積極，擁有很強的自我約束能力。

* 大多重視自己的名譽，為了名譽可以犧牲一切。

2 .  從字體行向看性格

1）字體行向愈寫愈高

* 野心勃勃，擁有強烈的進取意識。

*  崇尚「慣性主義」，一旦養成某種習慣後極難改變。

*  做事疏忽，談吐隨便，喜歡自由自在，不願受任何約束。

2）字體行向愈寫愈低

* 缺乏自信，遇到挫折容易意志消沉。

*  個性擁有很強的矛盾現象，一方面有自卑感，另一方面又看不起 

別人。

*  性格有些孤僻，不合群，脾氣有些古怪。

3）字體行向排列整齊

*  擁有很強的紀律性，重視秩序。

*  做事情認真負責，凡事都會盡力而為。

*  一方面擁有很強的自我約束能力，另一方面又過於拘謹，在意世俗

的眼光。

4）字體行向參差不齊

* 性格爽朗，喜歡結交朋友。

*  做事情粗心大意，脾氣容易急躁。

*  適應能力非常強，但行事我行我素，不在意世俗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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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從字間距看性格

1）字與字之間距離分隔得很清楚

* 有主見，凡事都能夠自己做主。

*  擁有比較強的組織能力，能夠很輕鬆地組織一項活動或聚會。

2）字與字之間距離分隔得不清楚

* 做事情容易虎頭蛇尾，缺乏堅持到底的精神。

*  組織能力差，凡事往往拖泥帶水，並且缺乏忍耐力。

*  善於隨機應變，喜歡評論別人，常常語言勝於行動。

4 .  從行間距看性格

1）行與行之間距離分得很清楚

* 做事有分寸，凡事進退有度。

*  擁有比較強的組織能力，但又有點過於注重形式化。

2）行與行之間距離分得不清楚

* 頭腦不夠清晰，判斷能力稍差。

*  做事情缺乏責任感，凡事喜歡敷衍。

* 在生活中比較吝嗇。

5 .  從字體大小看性格

1）字寫得很大

* 擁有很強的自信，做事積極，富有冒險精神。

*  為人光明磊落，個性剛強，敢於維護正義。

*  其人慷慨，做事有大刀闊斧之風。

*  如果字寫得過大，則表示其人擁有較強的虛榮心。

2）字寫得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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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謹小慎微，表現得不夠自信。

*  忍耐力和觀察力都很強，凡事考慮周到，警覺性較高。

*  一方面表現出其節儉個性，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其人吝嗇成性，喜歡

貪圖小利。

*  如果字寫得過小，則表示其人器量狹小。

3）字寫得不大不小

* 適應能力比較強，凡事能做到隨機應變。

*  舉止大方，待人接物都有自己獨特的原則。

*  內心有時不堅定，經常會出現自相矛盾的現象。

4）字寫得大小不一

* 喜怒無常，但喜怒都寫在臉上。

*  頭腦靈活，但自制能力稍差。

*  適應能力強，但情緒不夠穩定，經常會自尋煩惱。

6 .  從書寫壓力看性格

1）書寫壓力過重

* 喜歡獨斷專行，主觀意識強烈，輕易不會改變自己的主張。

*  自尊心極重，喜歡爭強好勝，同時又帶着幾分盛氣凌人的心態。

*  意志堅定，精力充沛，性格固執，思想保守，善於雄辯。

2）書寫壓力過輕

* 做事缺乏自信，常常表現得有勇無謀。

*  喜歡依賴別人，自己獨立做事情的能力較弱。

*  性格內向，膽小怕事，卻常常喜歡琢磨別人的心理。

3）書寫時壓力均勻

* 為人沉着冷靜，做事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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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幫助別人，擁有極強的同情心。

*  自我克制能力強，頭腦靈活清醒，情緒穩定，不輕易發脾氣。

4）書寫時壓力不均勻

* 情緒不穩定，性格有些反覆無常。

*  判斷能力差，喜歡胡思亂想，對藝術有特殊的愛好。

*  健康欠佳，血液循環系統時常有點毛病。

7 .  從書寫速度看性格

1）書寫時速度很快

* 頭腦靈活，富有強烈的進取精神，凡事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

*  個性直爽，心直口快，不拘小節，大多能和身邊的人和睦相處。

*  脾氣有點急，容易動肝火，做事情的時候缺乏相應的忍耐力。

*  有時候喜歡敷衍，往往不能盡自己全力去做某件事情。

2）書寫時速度很慢

* 思維縝密，做事穩重，凡事都能考慮周全。

*  思想有些保守，為人有些固執，不太容易被人說服。

*  對自己所做的工作比較負責，對於別人的秘密能夠守口如瓶。

*  過於沉穩，缺乏冒險精神，而且脾氣大多有點古板。

3）書寫時速度不快不慢

* 待人接物進退有度，處世從容不迫，但有點喜歡折中主義。

*  擁有較強的自控力，能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緒，一般情況下喜怒不

形於色。

*  擅長人際交往，能夠很輕鬆地和不同性格的人相處。

*  適應能力比較強，並能正視自己的不足，及時更正自己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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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介紹的是不同筆跡與性格之間擁有怎樣的關係。雖然筆跡心

理學沒有形成專門的學科，但一個人的性格確實能從筆跡上或多或少

地反映出來。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威廉 · 希契科克對筆跡研究了二十

多年，他得出的結論是：筆跡是一個人性格、智力和思維邏輯的具體 

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