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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模式 

一般我们把成人的依恋模

式分为安全型、痴迷型、超脱

型与恐惧型。 

△ 安全型：对亲密关系和相互

依赖感觉很自在，他们乐观外

向，并且愿意参加社交活动； 

△ 痴迷型：对自己与他人的关

系时刻都会保持高度的警惕，

他们很希望跟别人建立亲密关

系，但是一旦自己的亲密对象

与其他人有密切关系，他们就

会心生嫉妒； 

△ 回避型：喜欢依赖自己，对

亲密关系没有多大的兴趣，往

往表现得冷漠而独立； 

△ 恐惧型：则总是担心遭人拒

绝，不能相信别人，同时他们

也不信任自己，多疑而害羞。 

 

 

恋爱中 

女人的心理分析 
1、女人视爱情高于一切； 

2、女人担心失去魅力； 

3、女人希望男人是雄狮和羔羊的结      

合体； 

4、女人顶不住甜言蜜语的轰炸； 

5、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6、女人信命，相信星座之类子虚乌

有的东西； 

7、恋爱中女人常常作茧自缚，往往

拒绝男人后又后悔； 

8、女人讨厌无爱之性； 

9、恋爱中的女人浪漫、虚荣、任

性、撒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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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依恋类型可以在两个维

度上表示： 

1、 1.回避亲密（纵轴）：影响人

们接纳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的

难度和信任程度。在亲密关系

中感到舒心和轻松的人，回避

亲密程度就低；而与伴侣亲密

接触时烦躁不安的人，回避亲

密程度就高。 

2、 2.忧虑被弃（横轴）：害怕他

人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而远离自

己。 

安全型的人在与他人亲密接触

中非常安细腻，不担心别人会

苛刻对待自己，因而能积极快

乐地寻求亲密、相互依赖的人

际关系； 

痴迷型的人渴望亲密接触但害

怕被拒绝； 

回避型的人并不担心被拒绝，

但却不喜欢亲密接触； 

恐惧型的人则两者兼而有之，

在亲密关系中坐立不安又担心

亲密关系不能长久 
当然，除了人在依恋期的经历

决定了成年后的亲密关系，我

们在原生家庭中父母对我们的

早期教育也对我们成年后的亲

密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 

 

心理知识小课堂：什么是原生家庭？ 

每个家庭都是有系统排列的。 家庭有原

生家庭和新生家庭之分。 原生家庭和新

生家庭是一组相对的概念。 

原生家庭即指父母的家庭，儿子或女儿并

没有组成新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泛指原生

家庭。新生家庭就是夫妻自己组建的家

庭，这样的家庭不包括夫妻双方父母。 

原生家庭的气氛，传统习惯，子女在家庭

角色上的学效对象，家人互动的关系等，

都影响子女日后在自己新家庭中的表现。 

 

SO...解决方法       

1、 别随便划“等号”             

人和人是不同的,在相

处关系中所处的角色也是

不同的爱中应避免随便划

“等号”。你的家人可以

无限次容忍你原谅你，但

你的爱人不同。       

2、了解“强迫性重复”          

生命中，我们常常不

由自主地与某些特定的人

发生或爱或恨的关系，潜

意识中借着与他们或快乐

或痛苦的深度情绪互动过

程，得到第二次机会，去

医治过去所受的心理创

伤，弥补过去的遗憾，满

足童年对自己特别重要，

却未能得偿的一些心理需

求。                    

3.依恋模式可以改变        

长大后的我们，不会

轻易地在随着新环境改变

行为模式，反而，会依据

自己的行为模式，去重塑

一个与行为模式匹配的熟

悉环境。当你能够停下对

过去的重复，为自己找到

一个安全的新环境，并让

你的行为模式去适应这个

新环境，你的改变就会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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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心理学 

书籍推荐 
《爱是一种选择》 

 

《爱的艺术》 

 

《恋爱必懂的 100 个心理效应》 

 

《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 
 

《恋爱心理学》 
 

《舍得让你爱的人受苦》 

 
 

恋爱催泪电影放送—

—《假如爱有天意》 

 
梓希（孙艺珍饰）跟秀景

（李桑引饰）是同校的大学生，

她们双双暗恋戏剧学会的尚民
（赵寅成饰）。一向较为主动外

向的秀景要求梓希代写情书给尚

民。梓希便将自己对尚民的情感
毫无保留地抒发出来，却被迫要

写上秀景的名字。 
尚民看过那些情书后深受感

动，渐渐亦被秀景吸引住。梓希

每每遇上他都感到混身不自在甚

至内疚，但越是设法逃避他，缘

份越是将他们拉得更近。梓希一
天收拾房间，无意中发现一个神

秘的箱子，里面满载着她母亲初
恋的回忆。 

1968 年夏天，俊河（曹承佑

饰）到乡郊居住的伯父家过暑

假。他遇见珠喜（孙艺珍饰）并

对她一见钟情。珠喜出身名门望

族，家教甚严。一天珠喜偷偷地

要俊河带她看看村里的鬼屋，他
们欢渡了难忘的一天，只是突如

其来的风暴，把他们的船吹走

了，珠喜在途中又把脚弄伤，俊

河只能背着珠喜绕着湖步行回

去，把珠喜送回家时已经很晚，

珠喜闯出这个祸以后便立即被送

回汉城，跟俊河没有话别就分开

了。俊河怀着沉重的心情渡过余

下的暑假。 

暑假过后，俊河回汉城上

课。班上的泰秀（李基宇饰）要

他写情书给一女孩子，而这女孩

正好是珠喜。俊河并未向泰秀表
白他暑假的恋爱片段，只是不情

愿地顺从朋友的请求。梓希发觉

母亲的初恋故事跟她的遭遇竟巧

妙地相似。种种的巧合更令她对

尚民的好感日益增加。虽然她因

好友的缘故打算彻底忘记尚民，

但种种的试验更证实她的感觉是
对的。[ 
 

 

一、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莎翁的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
事几乎人尽皆知：罗密欧与朱丽叶相爱，

但由于双方世仇，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极力

阻碍。但压迫并没有使他们分手，反而使

他们爱得更深，直到殉情。心理学把这种

爱情中的人儿“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现象

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即，当出

现干扰恋爱双方爱情关系的外在力量时，
恋爱双方的情感反而会加强，恋爱关系也

因此更加牢固。这是有关爱情的一种

“怪”现象。 

  认知失调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颇具

罗曼蒂克色彩的效应。当人们被迫做出某

种选择时，人们对这种选择会产生高度的

心理抗拒，而这种心态会促使人们做出相

反的选择，并实际上增加对自己所选择对

象的喜欢。因此，人们在选择恋爱对象

时，由于人们对父母反对等恋爱阻力的心

理抗拒作用，反而会使双方的感情更牢

固。当这种恋爱阻力不存在时，双方却有

可能分开。经历过重重阻力和生死考验的
爱情，不一定能抵得住平凡生活的冲击。

当爱情的阻力消失时，也许曾经苦恋的两

个人反而失去了相爱的力量。 

心理小知识 

二、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

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

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名字来

自于《圣经·马太福音》中的一则

寓言。在《圣经·新约》的“马太

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有这么说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

来。” 

  1968 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

伯特·莫顿（Robert K. Merton）

提出这个术语用以概括一种社会心

理现象：“相对于那些不知名的研

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

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

的，同样地，在同一个项目上，声

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

者，例如，一个奖项几乎总是授予

最资深的研究者，即使所有工作都

是一个研究生完成的。” 
  罗伯特·莫顿归纳“马太效

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

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

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

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
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此

术语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贫
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的经

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三、破窗效应  
      在生活中，你会发现这样的现象：一个房子如果窗户

破了，没有人去修补，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

的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牛皮癣广告没有清

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的各种广告。一

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会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有第

一个人丢垃圾之后，人们就会毫不犹疑的丢，丝毫不觉
羞愧。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破窗效应”。 

心理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个“引爆点”，地上究竟要

有多脏， 人们才会觉得反正这么脏，再脏一点无所谓，

情况究竟要坏到什么程度，人们才会自暴自弃，让它烂

到底。    

任何坏事，如果在开始时没有阻拦掉，形成风气，

改也改不掉，就好象河堤，一个小缺口没有及时修补，
可以崩坝，造成千百万倍的损失。 

愿
大
家
在
大
学 

都
能
收
获 

美
满
的

爱
情 

Love is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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