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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从梦中醒来，抓过一张纸迷迷糊

◆ 心理测试—梦境窥心

糊地写了些东西，倒下去又睡着了。

◆ 趣味图片

早上 6 点钟，他突然想到自己昨夜
记下了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却怎

人的梦有多强大

麽也看不明白自己写的是些什麽鬼
画符。幸运的是，第二天凌晨 3 点，

【1】 苯环的发现

逃走的新思想又回来了，它是一个

1864 年冬，德国化学家凯库勒
坐在壁炉前打了个瞌睡，原子和分

实验的设计方法，可以用来验证洛
伊 17 年前提出的某个假说是否正确。

子们开始在幻觉中跳舞，一条碳原

这个实验

子链像蛇一样咬住自己的尾巴，在

表明，神经

他眼前旋转。猛然惊醒之后，凯库勒

并不直接作

明白了苯分子是一个环。所有的证

用于肌肉，

据都表明苯分子非常对称，6 个碳原

而是通过释

子和 6 个氢原子完全对称地排列、

放化

形成稳定的分子。

经冲动的化学传递就这样被发现了。

学物质起作用。神

【4】工业缝纫原理
【2】元素周期表
1869 年已经发现了 63 种元素，
化学教授门捷列夫苦苦思索着自然
界是否存在某种规律，使元素能够
有序地分门别类。在疲倦中进入了
梦乡。在梦里他看到一张表，元素们
纷纷落在合适的格子里。醒来后他
立刻记下了这个表的设计理念：元
素的性质随原子序数的递增，呈现
有规律的变化。就这样，元素周期表
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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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40
40 年代，美国人埃利
年代，美国人埃利亚
亚斯·豪梦见一帮野蛮人要砍掉
斯·豪在不能解决工业缝纫的困恼
他的头或把他煮来吃掉，他拼命
中入睡，梦见一帮野蛮人要砍掉他
地躲过砍刀或想爬出锅，但被野
的头或煮他来吃。
蛮人用长矛恐吓着，这时他看到
关于这个细节有不同的说法，
长矛的尖头上开着孔。这个梦使
总之是处境大大的不妙，豪拼命地
他设计了针孔开在针头一端的曲
想爬出锅或躲过砍刀，但被生番们
针，配合使用飞梭来锁线。1845
年他的第一台模型问世，真正实
用长矛恐吓着，在这时他看到长矛
用的工业缝纫原理终于出现了。
的尖头上开着孔。
这个梦使他决定放弃手工缝纫
梦境的发生会与白天所做的
的原理，设计了针孔开在针头一端
事情有关系。它说明梦者白天对
的曲针，
配合使用飞梭来锁线。1845
某问题的思考是极其投入的，调
动了潜意识的能量。那么在晚上
年第一台模型问世，真正实用的工
意识休息了，则潜意识会继续工
业缝纫原理终于出现了。
作。科学上的一些重大发现，有时
就是科学家在梦境中发现或者得
到启示的。

《催眠大师》
导演：陈正道
主演：徐铮、莫文蔚、胡静、王耀庆
类型：剧情/悬疑

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徐瑞宁擅
长催眠治疗，深得业界的赞扬。但
是心高气傲的他却遭遇了职业生
涯中最棘手的案件，那就是恩师方
教授推荐给他的女病人任小妍。一
天晚上，女助手 Amy 引见来了任小
妍，但是这个女病人似乎一直都不
太配合，对待医生态度强硬，而且
坚信自己能有超自然的能力，瑞宁
觉得她没有说出真相，于是开始了
催眠疗法。意想不到的是任小妍反
而掌控了局面，而真相居然与瑞宁
的妻子以及好友洛雨凇有关，任小
妍的身份真正是什么？瑞宁似乎
掉进了一个设计好的陷阱里……
精彩影评：
众所周知，一部影片上映后一般在
专业电影的评分会有所下降，但《催眠大
师》却相反，上映后豆瓣网和时光网的评
分都有所增加。另外，
《催眠大师》上映
后不少影迷都对影片中徐峥与莫文蔚在
密闭空间下的催眠斗法提出了赞誉，在
影片剧情上的几处反转更是引发一片叫
好。专业电影网站给出的标签介绍“庄
周梦蝶还是蝶戏庄周”展露出影片情节
的复杂性，而更多影迷表示，认为很难想
象国产悬疑片也能如此精彩，剧情慎密
节奏把控恰到好处，这才是真正的悬疑
片。
（新华网）[

心理书籍推荐：《梦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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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解析》，经典的心理学书
籍，是西格蒙得·弗洛伊德的一
本著作。该书开创了弗洛伊德的
“梦的解析”理论，被作者描述
为“理解潜意识心理过程”的捷
径。该书引入了本我概念，描述
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是用
于解析梦，引申到心理学，解读
人们的潜意识在梦中的表象。

弗洛伊德对
于梦的解释
是与他对人
类行为动机
所持的两种独特见解分不开的，
他对梦的解释并不停留于梦的
表面现象，而是企图挖掘人的深
层动机的思想，也为深入研究梦
在心理学上的意义开辟了道路。

梦境探幽 Q&A
♥什么是梦呢？
心理学认为，梦是人睡眠中
某一阶段意识状态下所产生的一
种自发性心理活动。而个体在此
活动中身心变化的历程，就是做
梦的历程。
♥为什么我老做同一个梦？
反复做同一个梦，
说明梦者在
心理上有一个没有获得解决的问
题，心理学的名词叫“情结”
，也
就是通俗说的“心结”
。这个情结
是什么，
跟同一个梦的主题和情绪
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反复做“考试
梦”
，那么可能对“通过认可”或
“焦虑”的心理因素有关。
♥为什么我的梦里有梦？
梦里的梦既可以看作是第
二个梦的开始，又可以看作是进
入了更深层的潜意识。打个比方
说，前者是引子，后者就是正文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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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连续剧的梦意味什么？
这种梦代表了一个心理情结
的发展变化或心理成长的历程。
比如说，梦到荒芜的建筑地基，过
了一阵子又梦到工地开始继续施
工了，又过了一阵子梦到楼房的
主体即将完工了。这代表梦者构
建自我的一个心理成长过程。
♥经常做梦会影响睡眠质量吗？
做梦不仅不会影响睡眠，而
且是保护大脑健康所不可或缺
的生理活动的一环。据日本的一
项研究表明：人在睡眠时会产生
有梦催眠肽和无梦催眠肽两种
物质，梦多的人大脑中有梦催眠
肽含量高于无梦催眠肽，利于益
寿延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梦少
或无梦有可能是某些疾病的征
兆，这是因为梦是人机体中主管
各种功能的各个中心点联合作
用的结果，如果某一个中心点受
到损伤，就不能形成梦。
♥什么样的梦是正梦，什么样的
梦是反梦？
正梦反梦是颇有中国传统
意味的称呼。
“正梦”更像是记叙
性的梦，即如实地描述了一种心
理状态，比如说，自己在现实中
很进取，梦到在攀登高峰；“反
梦”更像是“补偿性的梦”
，就比
如，现实很穷却梦到了发大财。

心理测试—梦境窥心
下面哪个梦是最让你害怕的呢？
A、 你梦到自己被鬼抓走
B、 梦到亲人都被大卡车压死
C、 你梦到你得了绝症
A、你可能是社交企图心强，或
是希望得到所有人的喝彩关
怀，才透过鬼这种东西来引起
大家的注意。事实上，在梦中你
之所以怕鬼，是为了表现你的
无助，你不是怕鬼，你怕的是大
家不注意你。
B、不要内疚，你不是真的希望
你的家人全部惨死，而是你很
想有个自由独立的生活空间，
对于家人的限制和干涉，你有
所不满，在潜意识中有想让他
们暂时消失的欲望，只是你自
己不知道罢了。在梦中你会害
怕，那是因为你有罪恶感，所以
你没办法发现你的真正动机。
C、你之所以会做这个梦，暗示
你可能对你的家有不好的印
象，也可能你是不喜欢安定生
活，喜欢生活中有新鲜感和刺
激感。也有可能是家的感觉给
你很大的束缚和压力，所以你
在潜意识中会想让整个家有全
新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