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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夏日静心绘本：

秘密花园
其 实 如

艺术的很多方式，好

的绘画、舞蹈、音乐都有让

人身临其境的效果，忘却和舒缓

很多平日的不安和紧张。这本画

册在此，就是扮演了让众人放松的

一个“秘密花园”，而其提供的

“自由和保护”的空间就是心

理学家时常提到的最佳的

环境状态。

www.linz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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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都有让人身临其境的效果，忘却和舒缓很多平日的不安
和紧张。这本画册在此，就是扮演了让众人放松的一个
“秘密花园”，而其提供的“自由和保护”的空间就是心
理学家时常提到的最佳的环境状态。不难发现，这本画册
还是很有一套的。

　　当然，我们并非来吹捧这本画册的，这本画册相比于
专业的绘画放松技术还是缺少专业的结构和对自我的分析
和引导，但也是胜在其便捷上。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认为其销售的言辞存在很大的误导。

　　“风靡世界的减压放松成人涂色本”，这是其宣传卖
点，但仔细看这样的宣传，就会发现好像有点适用性太大
了。就“减压”本身来说，存在很多的方法和技巧，绘画
涂色真的适合所有的人吗？微博上很多“博友”就反映：
“平时工作特别忙，压力也比较大，看到公司里同事都在
玩这个，她觉得好奇，就买了一套来画。画完以后第一感
觉是头昏眼花、手快断了，没有感到特别的减压效果，反
倒觉得有点自虐”。的确，没有一种方式是万能的，如果
真有一劳永逸的方式，那么人类的“心灵密码”倒是有点
太简单了。这里我们要给众位看官说明下这种减压方式的
适用人群，让适者适合，不适者避免不适。

                  个夏天，有一本减压神书登上众多新闻和社交网
                   络——秘密花园。

　　首先，我们要澄清下，我们不是卖书的组织，绝没有
想就这本流行的书来吹捧来销售的意思。我们只是看到朋
友圈的“自来水”和“晒画党”，就当下流行的“减压
书”做一篇有意思的解读。

　　对，就是它！乍一看非常的“心灵鸡汤”，又有着童
趣和少女情怀的一本绘本，下意识把它当成“吹牛鸡
汤”。其实，其在亚马逊、当当等各大网络书店的销量排
行榜上均排名第一，在书评网站豆瓣网上的网友评分达到
9.1分（满分10分）。这本书在英国已售出140万册以上，
而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今年3月份《秘密花园》和该书作
者的另一本书《魔法森林》曾连续位居同类图书排行第
一、第二。同时，这一系列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也都位居排
行榜前列。据悉，这本书的作者乔汉娜•贝斯福，原本学的
就是织物图案设计专业，平时做商业插画。

　　我想作者自己也没料想到，能有这么大的成功。就其
本身而言，热爱绘画的，在她创作的世界里，天然地能涂
出很多美好。但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绘画，但却有大量
的人给它“安利”真的是颇有意思的。其所标榜的“减
压”是否真的有效呢？

　　心理学上的绘画治疗主要形式是“曼陀罗彩绘”，最
早由荣格发明。或多或少，百度一下可以发现这本涂鸦绘
本还是和“曼陀罗彩绘”的很多模板有相似造型，所以我
们可以猜想有这方面的原因，使其带有了朋友圈上所说的
减压之效。其实如艺术的很多方式，好的绘画、舞蹈、音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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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对于一个需要静心下来，“自由且保密”创作出
来的“秘密花园”，看来好像并适合上诉所说的所有人
耶！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让一个结果导向那么重视的人，
去尝试“无意义的活动”，可能并不得当，还会变得不耐
烦，或者转变成朋友圈互相炫耀比较的“玩物”而已。亦
或者，想象“很嗨”的人去尝试漫长的图画“加工”，这
太需要优良的动机，才能“坚持”下去。所以我们并不认
为AB和部分Ab的人十分适合做绘画放松。

　　最后不得不说，这本书引导大家关注自己，在涂色的
时候突显自己个性的方式还是值得社会认可的。我们在这
里只是觉得，喜欢绘画和性格合适的朋友选用它减压还是
很不错的。但并不赞成，部分夸大功能和适用人群的宣
传。

　　选择减压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您的EAP就是个有效且
专业的好途径。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在炎炎夏日之中，有
个清凉愉悦的心情。

　　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简单的性格区分，在此由于不便
不会过多的展开，更多更专业的测试可以寻找DiSC专业测
试（专业分为12类）来详细了解。下面是简单的职场性格
分类：

　　首先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分类：

我是活跃快节奏的，有自信，大胆的还是

周到冷静，有条不紊的。如果是前者就是

A，后者就是a。

Q1：

我是好问客观的，敢于持怀疑挑战态度的

还是以人为本、善于接纳他人和蔼可亲

的。前者是B，后者为b。

Q2：

我是一个掌控型的人，我渴望立刻获得结

果，采取行动，挑战自我和他人。自信而

直率，缺乏耐心。

AB：

我是一个影响型的人，我热情，采取行

动，鼓励协作。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不喜

欢批评和被忽略。

Ab：

我是确保精准、质疑假设，不喜欢杂乱或

草率的做法。重视质量，喜欢有专业知识

的人和物。

aB：

我是一个喜欢给予人支持，享受合作的

人，所以可能话不多，却让所有人喜欢。

我很有耐心，善于倾听，沉着冷静。但我

不善于拒绝，立场不明，优柔寡断。

ab：

www.linz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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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赏：夏天和它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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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调节，战胜酷暑，

让您心静好个夏！
身心调节，战胜酷暑，

让您心静好个夏！

现代研究发现，当人保持安

静的心态时，机体肾上腺素

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明显

减少，因而基础代谢减慢，

人们因出汗等现象而产生的

“热感”就会减轻。所以，

越是热天，越要“心静”。

                   的情绪、心境和行为与季节变化有关。在炎热的夏
                   季，大约有10％的人会出现情绪、心境和行为的异
常，这就是“心理中暑”，心理学上称为“夏季情感障碍”。
炎热的天气会使人情绪烦躁，思维紊乱，爱发脾气，心境低
落，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甚至对亲人都缺乏热情。特别是
在工作中，任务积压，诸事不顺都会让人烦躁不安。在炎炎夏
日下，更加容易让愤怒的情绪爆发，收拾不当，既会伤害到与
朋友、同事、家人的感情，也会使整个部门、家庭都陷入不良
的气氛中。

　　心理学家指出，以下几大人群，最易在炎炎夏日里发生
“心情中暑”：

　　一，长期睡眠不佳的人；
　　二，白领等工作压力大的人群；
　　三，在高温下长时间作业的人员；
　　四，长时间在电脑前工作的人；
　　五，性格争强好胜的人；
　　六，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的人。

　　由此不难发现，工作中
的许多方面都会引发“心理
中暑”，自我疏导和调节对
缓解心理中暑至关重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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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学上认为，夏季情感障碍是因为气候的炎热加剧
了人的心理紧张程度，促使机体肾上腺素及去甲肾上腺素
分泌的增加，导致兴奋性过高而易“激惹”。研究发现：
人的心理、情绪与躯体可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
络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人们除了要在生活起居等方面顺应自然，防暑降温以
外，“心静”也是抵御热浪的重要方法。民间早有“心定
自然凉”的说法，《内经》中也强调：夏天“更宜调息净
心，常如冰雪在心，炎热亦于吾心少减，不可以热为热，
更生热矣。”这些观点，其实包含了一定的科学道理。现
代研究发现，当人保持安静的心态时，机体肾上腺素和去
甲肾上腺素的分泌明显减少，因而基础代谢减慢，人们因
出汗等现象而产生的“热感”就会减轻。所以，越是热
天，越要“心静”。那么，如何做好夏季的心理调适呢？

　　一、工作有计划，生活有节奏

　　在夏日来临之际，要顺应夏季昼长夜短的特点，及时
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和生活节奏，适当地减缓速度，并留
有一定余地。每天、每月依照明确的安排平静地、有计划
地进行工作。生活上要定时起睡，特别是睡好午觉，以保
证充足的睡眠，这样可提高对外界变化的心理适应力。业
余时间听听音乐，想想美好的事情，或去公园散步，郊
游，尽可能让机体和思想获得充分的放松。

　　二、恬淡静养，处事泰然

　　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也就是有多种“欲望”。但
“欲”切不可“过”，总是追求太多太过，必然耗伤精
神，影响身心健康。俗话说“知足者常乐”，明确告诫人
们要节欲守神，善于满足，以保持乐观的情绪，在炎热的
夏季尤应如此。同时，注意戒躁戒怒，努力培养自己处事
不惊，遇事不乱的心态。尤其生活中的许多琐碎小事，特
别是工作上的一些争端，应当耐心处理，避免焦躁从事。
与人谈话时有意识地放慢速度，尽量“心平气和”，不使
自己过于激动。中华民族历来把“忍让”作为一种美德，
学会让步不仅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人格，而且能使心理迅速
获得解脱，对养生很有益处。

　　三、多点幽默，笑口常开

　　幽默是一种高级的心理防御形式，用幽默来化解困
境，转移内心不悦，可以维护心理的平衡。我们不是常见
到，几句“笑话”、“妙语”，就能使心中的忧虑、怒火

www.linz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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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消云散”吗？这就是幽默的力量。如何才能
保持幽默呢？关键是要以风趣幽默的态度对待生
活，善于从中寻找欢乐。俗话说：“笑一笑，十
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笑，能促进血液循
环，运动全身肌肉，并产生深呼吸效果，使血中
的氧含量增加。同时，笑可锻炼心肺功能，使消
化液分泌增多，消化功能增强，并能刺激各种激
素的分泌。促进新陈代谢。此外，笑还能振奋精
神，消除烦恼，使人放松。所以，笑口常开不失
为一剂延年益寿的良药。

　　四、运动释放法

　　如果说前面三种方法是“精神疗法”，那么
这种方法就是一种“物质疗法”。通过消耗体能
来达到消除烦躁的目的，可以认为是给烦躁寻找
一个突破口。心情烦躁时，到操场跑上几圈，打
一场球，活动一下筋骨，或者对着远方吼上几
声，高歌一曲，让自己全身放松。运动法经实践
证明很见效，也正好印证了“生命在于运动”这
句名言。当然啦，夏日炎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适当运动，安排合理时间地点，避开烈日炎炎。

　　最后，如果您在炎炎夏日中有什么工作与生
活上的烦恼，您也可以使用EAP服务，给您带来
专业有效的帮助。

www.linz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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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年上映  |  86分钟  |  日本

导演：宫崎骏

主演：日高法子，坂本千夏，岛本须美 

类型：动画  |  剧情  |  奇幻  

《龙猫》
となりのトトロ

　　《龙猫》是吉卜力工作室与德间书店于 1988 年推出的
一部动画电影，由宫崎骏执导。电影描写的是日本在经济高
度发展前存在的美丽自然，那个只有孩子才能看见的不可思
议世界和丰富的想像。电影讲述主人公小月在母亲生病住院
后，父亲带着她与四岁的妹妹小梅到乡间的居住。她们对那
里的环境都感到十分新奇，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影片把大自然比作慈祥的父亲，大自然有自己的节律，
有自己的激动和悲哀、失望和喜悦。通过特特罗活跃的世界，
对大自然孕育的母子关系进行了完整的描述，显示了孩子们
有孩子们的特权，他们可以象小精灵一样带着理所当然的神
色眺望大人的世界。因而成为现实社会中纯真、开朗的理想
典型。本片还反映了日本民族的传统心理。反映了对大和民
族所生存的自然环境赋予这个民族的遗产的深沉爱情。

影片简介：

www.linz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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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默 三 则

汉字魅力

　　木木：研表究明，汉字的序顺并不定一能影阅响
读，比如当你看完这句话后，才发这现里的字全是都
乱的。

“服”不扶

　　木木看到有个老人坐在地上，万分犹豫地看着老
人。他发现了木木，便说道：“小伙子，你站着看什
么呢？别光站着啊！”

　　木木一下子就脸红了，赶紧机智地坐了下来:“大
爷，我不站着看了。”

避暑妙招

　　木木：“果果，今天好热，不如我们出去找个地
方玩吧！”

　　果果：“好啊，你想去哪？”

　　木木：“找个凉快并且可以玩水的地方。”

　　果果：“那你打开空调把衣服洗了吧。”

　　木木：来…来，你过来，保证不打你！

www.linz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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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老师，您好！　　老师，您好！

　　　　我怀疑我有复杂的心理疾病，对生活失去我怀疑我有复杂的心理疾病，对生活失去

了信心和希望，才22岁就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了信心和希望，才22岁就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

气的。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作上的问题，气的。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作上的问题，

刚进公司的时候人事说做助理满一年之后会有刚进公司的时候人事说做助理满一年之后会有

一次系统的培训，通过考试就会升职转正。一次系统的培训，通过考试就会升职转正。

　　　　本人性格内向害羞，刚进公司的时候几乎本人性格内向害羞，刚进公司的时候几乎

不怎么与同事交谈的。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是不怎么与同事交谈的。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是

“不讲话”，在公司做事处处让着人家，别人“不讲话”，在公司做事处处让着人家，别人

说要帮忙都会答应。来公司半年后才逐渐与同说要帮忙都会答应。来公司半年后才逐渐与同

事进行一些交谈。事进行一些交谈。

　　　　但现在都来公司一年多了，看着别人一次但现在都来公司一年多了，看着别人一次

又一次的进行培训却迟迟没有我的名额，开始又一次的进行培训却迟迟没有我的名额，开始

找自己的原因。是领导不喜欢我吗？其实我很找自己的原因。是领导不喜欢我吗？其实我很

自卑，越来越讨厌照镜子，也很少自拍，以前自卑，越来越讨厌照镜子，也很少自拍，以前

还挺爱打扮，现在越来越懒得打理自己了，每还挺爱打扮，现在越来越懒得打理自己了，每

天上班也是混日子一般地过。我想改变这种状天上班也是混日子一般地过。我想改变这种状

态，可是却找不到出口。态，可是却找不到出口。

林紫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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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问与答
Question & Answer：

AA

      微友來信：

送给踏上职场第一次没有暑假的你

　　您好，感谢来信！

　　看到您的来信，让我不由地想起自己刚踏入职场时的
情景，每个人都有第一次，职场菜鸟都是从没有经验开始
的。开始可能会有些不顺利，但从您的字里行间能够看出
您是一个态度积极的人，比如愿意学习、想参加培训、乐
于帮助同事……相信只要假以时日，您对工作就能够愈发
得心应手。

　　职场经验是需要经过时间锤炼的，除此之外，我觉得
您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整理一下思路：

　　首先，做一下人格测试量表测试，例如，MBTI等测
试，这样就可以对自己的性格有更多的客观把握，也了解
自己擅长的能力，尽量在工作中运用自己的强项，让自己
在岗位上能够更好的发挥，也能增强自己的信心。

　　其次，建议您约个时间找您的直接主管或者人事经理
谈一谈，了解公司及本部门的一些工作发展计划，以及领
导、同事对自己工作一年来的评价。自己的正当权利一定
要鼓足勇气去争取，也不要总在背后猜测揣摩，反而影响
自己的情绪。当您有了自己的理解之后，很容易把原本没

林紫心理专家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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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老师，您好！　　老师，您好！

　　　　我怀疑我有复杂的心理疾病，对生活失去我怀疑我有复杂的心理疾病，对生活失去

了信心和希望，才22岁就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了信心和希望，才22岁就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

气的。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作上的问题，气的。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作上的问题，

刚进公司的时候人事说做助理满一年之后会有刚进公司的时候人事说做助理满一年之后会有

一次系统的培训，通过考试就会升职转正。一次系统的培训，通过考试就会升职转正。

　　　　本人性格内向害羞，刚进公司的时候几乎本人性格内向害羞，刚进公司的时候几乎

不怎么与同事交谈的。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是不怎么与同事交谈的。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是

“不讲话”，在公司做事处处让着人家，别人“不讲话”，在公司做事处处让着人家，别人

说要帮忙都会答应。来公司半年后才逐渐与同说要帮忙都会答应。来公司半年后才逐渐与同

事进行一些交谈。事进行一些交谈。

　　　　但现在都来公司一年多了，看着别人一次但现在都来公司一年多了，看着别人一次

又一次的进行培训却迟迟没有我的名额，开始又一次的进行培训却迟迟没有我的名额，开始

找自己的原因。是领导不喜欢我吗？其实我很找自己的原因。是领导不喜欢我吗？其实我很

自卑，越来越讨厌照镜子，也很少自拍，以前自卑，越来越讨厌照镜子，也很少自拍，以前

还挺爱打扮，现在越来越懒得打理自己了，每还挺爱打扮，现在越来越懒得打理自己了，每

天上班也是混日子一般地过。我想改变这种状天上班也是混日子一般地过。我想改变这种状

态，可是却找不到出口。态，可是却找不到出口。

林紫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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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问与答
Question & Answer：

AA

      微友來信：

送给踏上职场第一次没有暑假的你

有特殊意义的事情，也理解成别人对您有意见。真诚地把
自己希望参加培训的想法跟上级聊聊，也可以主动地向上
级表达自己有什么能力，有些什么工作想法，正面沟通交
流，寻求上级主管的意见和帮助。相信您的主管也是愿意
听您的想法的。

　　另外，如您所述，您的性格内向，自卑，“不讲话”
……对此，您平时可以对自己多做些积极的心理暗示，尽
量多参加一些活动，特别是户外的活动。无论是本公司组
织的，还是社会上的活动，例如，读书俱乐部、羽毛球活
动、驴友郊游、兴趣社活动等，目的就是多与人群接触，
让自己有多点的机会人际互动，展示自己。可能您会担心
做错说错，担心别人的评价和指点，但是请相信我们每一
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独具特色的，而且每个人最关心的人
是他们自己，就像您也总是在人群中第一关注自己，所以
不要有太多的担心。如果您不敢一个人去，也可以约上同
事、朋友一起参加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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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问与答
Question & Answer：

AA

      微友來信：

送给踏上职场第一次没有暑假的你

个人简介：

林紫心理机构普通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EAP运营师、
国家人力资源管理师。

擅长咨询领域：

● 人际关系、职场压力、职业发展规划；
● 心身健康、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
● 婚姻情感、亲子互动、青少年及个人成长。

本期咨询师：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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