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困惑：

虽然已工作多年，但我一直都不太
自信。 最近我们公司准备扩大规模，开
拓南方市场，总经理想把这件事交给我
负责。突然被寄予重望，我有些欣喜，但
更多的是惶恐，欣喜的是能够被领导重
用，惶恐的是自己从来没有独立负责过
这么大的项目， 还是比较陌生的领域，
我怕自己胜任不了。而且对南方也不熟
悉，那里没朋友、没熟人，一想到要去人
生地不熟的地方工作，就有些抵触。 思
来想去，最后我还是和总经理推辞了这
项任务。总经理表示理解后就把项目给
了其他人，我松了一口气，但不知道为
什么心里又产生了一丝惆怅。其实我也
很想像别人一样， 自信地接受挑战，但
感觉很难。

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心理
咨询师解答：

我能感受到你的沮丧，其实对于很
多职场人来说，他们可能都有过和你类
似的感受与经历，比如：不会主动为自
己争取机会， 常常觉得 “好事轮不到
我”；一旦被“好事”找上，又不够自信，
认为自己能力不够；顺利完成任务时觉
得是运气好，完不成则是因为自己做得
差；受到别人的表扬时，要么觉得那是
客气话，要么觉得别人太夸张；经常给
自己打气，试图说服自己“我可以、我能
行”，但效果不大；面对生活的挑战、别
人的期待以及内心的渴望时，常常感觉
“我做不到”。

这些让人蜷缩起来、不敢冒头的不

自信表现，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法国
心理治疗师弗雷德里克·方热在 《医治
受伤的自信》一书中提到了一些引发自
信缺失的原因，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
种：较低的自尊水平，即对自己持有比
较负面的评价，认为自己不够好、做不
到。 被别人认可和欣赏时才觉得自己
有价值，倘若被批评和否定，便会自我
怀疑。 过分在意失败的经历，并将这些
经历灾难化、扩大化，以至于久久不能
释怀。

自信缺失会阻止人们追求自己真
正想要的目标，因为在追求的刚开始他
们就丧失了勇气和信心，觉得自己一定
做不到，而这个“做不到”的结论又会让
他们无法全力以赴地投入其中，且面对
困难时容易逃避和退缩，如此一来就更
容易导致真的失败，而失败的经历则会
进一步巩固“做不到”的信念，从而陷入

恶性循环中。

专家建议：

这里有几个方法或许能够帮助你
感受自信、重建自信。

减少对自己的偏见。不自信的人容
易对自己持有较为负面的评价，但事实
上，这些负面评价很多时候都出于我们
对自己的偏见，所以想要建立真正的自
信，我们需要通过客观的自我观察来识
别自己存在哪些偏见。 当自信受挫时，
可以这样记录与澄清：记录事实，即当
下发生了什么；记录情绪，即我的感受
是什么；记录想法，即我是如何评价这
件事的？ 对于负面的评价，你可以列举
一些支持与反对这些评价的事实，最后
做对比、评估和总结。 如此在很大程度
上就能减少对自己的偏见，不再一味地
认为“我不行”“我不够好”。

面对机会或竞争时， 先行动再说。
为了不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你可以
尝试摒弃脑海里那些打退堂鼓的声音，
不管是领导交付的重要任务也好，还是
自己想要抓住的机会也罢，要学会主动
争取，先行动再说。 事成则能帮助你获
得正向的反馈， 形成对自己的肯定；即
使失败也不必灰心，因为一次的失败不
代表下一次也会失败，况且在受挫后愿
意继续尝试，本身也是一种成功。

不断发现自己的长处。如果不知道
自己擅长什么，人们就很难感受到真实
的自信。 而想要知道自己的专长有哪
些，我们首先就得经常以“优势视角”看
待自己。 所谓的“优势视角”，是学会从
自己身上发现长处，例如“最让我感到
自豪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哪些能力让
我在工作中很轻松？ ”“在我遇到困难
时， 是什么特质让我顺利解决它？ ”等
等。 通过不断的自我看待，我们就能逐
渐从中感受到自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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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工作多年依旧不够自信，我该如何调整心态？

寒风凛冽， 不知不觉中已经进入
二十四节气中的小寒节气。 虽然还有
一个节气 “大寒 ”， 但是根据气象资
料， 小寒是一年中气温最低的节气 ，
此时万物冬藏， 要做好小寒养生就该
顺应自然界收藏之势， 收藏阴精， 使
精气内聚， 以润五脏。 小寒养生在于
“藏”， 养生保健宜 “一防二补三早”：

防寒保暖

古人云：“冷气积久而为寒， 小者，
未至极也。 ”在古人眼里，寒冷是个不
断发展和积累的过程。 隆冬“三九”基
本上处于小寒时节内，俗话说“冷在三
九”“小寒大寒，滴水成冰”，所以防寒保
暖是这个节气养生最重要的事情。

天气寒冷， 胃肠病、 心脑血管疾
病、 肺部疾病都容易发生， 所以保暖
是第一要务， 从头到脚容易受凉的部
位都要倍加呵护。 首先从头做起， 出
门戴好帽子有助于减少散热； 戴口罩
不但可以保暖， 还可以防止呼吸道传
染病； 围巾可以减少颈椎病在冬季的
发生； 腹部保暖可以减少因寒冷造成
的腹痛腹泻等疾病； 膝关节的保暖也
很重要， 不要单纯为了追求美观而过
多暴露膝关节； 脚部保暖除了穿厚实

的鞋袜 ， 还可以采用热水泡脚的方
法。

补肾润燥

小寒饮食应以温补为主， 尤其要
重视 “补肾润燥”。

中医认为， 肾为先天之本， 肾补
好了， 五脏都可受益。 此外， 冬季进
补应本着 “因人施膳” 的原则， 根据
自身情况有选择地进补 ， 不可盲目 。
一般人， 特别是平素怕冷的阳虚体质，
应多食用羊肉 、 狗肉 、 牛肉 、 鲅鱼 、
海虾 、 核桃仁 、 韭菜等补阳的食物 ，
而平素怕热的阴虚体质， 应多吃鸡肉、
鸭肉、 大枣、 芝麻、 山药、 莲子、 百
合、 栗子等平补的食物。 当然， 进补
也要 “限量”， 体质偏热、 爱上火的人
要适当少吃。 此外， 还应多食用黄绿
色和深色蔬菜 ， 如大白菜 、 胡萝卜 、
菠菜、 茄子等。

小寒时节， 天气除了严寒， 还有
一大特点就是干燥， 因此要多饮汤汁，
润燥生津 。 常饮梨水可以滋阴生津 ，
润燥止咳， 防止天气干燥导致的口干、
咽干； 还可以煮萝卜水饮用 （最好是
白萝卜）， 可以理气健脾、 清热利尿，
同时有促进消化之功。

早睡晚起适当运动

小寒节气应适量、 适时运动， 可
增强免疫力， 有效预防感冒， 同时使
人精力充沛。 运动还能减轻因植物神
经功能失调而引起的紧张、 焦虑、 抑
郁等状态。

运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散步、
慢跑、 太极拳等运动方式， 老年人不
宜做过分剧烈的活动， 运动时务必注
意不要大汗淋漓 ， 以免使阳气外泄 。
根据中医学 “天人合一” 以及 “五行
学说”， 肾主骨生髓， 而寒易伤肾， 冬

季易出现骨关节疾病， 运动同时应注
意对骨关节的保护。 运动前， 一定要
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 因为此时气温
很低， 肌肉韧带的弹性和关节的灵活
性降低， 极易发生运动损伤。

锻炼时间尽量选择日出之后， 因
为日出后气温升高， 人体内的血液得
温则易于流动。 需提醒的是， 小寒锻
炼前， 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活动。 锻
炼时运动量应由小到大 ， 逐渐增加 ，
尤其是跑步 。 不宜骤然间剧烈长跑 ，
必须有一段时间小跑， 活动肢体和关
节， 待机体适应后再加大运动量。

另外， 早睡晚起。 《素问·四气调
神大论 》 曰 ： “早卧晚起 ， 必待日
光。” 因为冬属阴， 昼短夜长， 阳气不
足， 人容易生病， 冬日适当早睡晚起，
每天多睡一小时 ， 保证充足的睡眠 ，
有利于阳气的潜藏和阴精的积蓄， 可
以使身体内的阴阳平衡 ， 滋养脏腑 ，
增加身体的强壮程度， 对人体健康十
分有益。 经常晚睡、 早起、 通宵熬夜
等， 这些生活小细节都是导致心血管
疾病的重要因素。 对于工作压力大的
都市人， 若是由于工作原因不能保证
早睡晚起的作息， 建议在午饭后借助
半小时左右的午休来进行调理。

小小寒寒养养生生善善于于““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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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与本报合办

北京市职工心理体验服务系统
https://www.bjzgxl.org.cn

7×24小时免费职工心理咨询热线
4000151123/4000251123

工会提供心服务 职工享受心呵护

更多精彩欢迎关注
“首都职工心理发展” 微信公众号

□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