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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己的情绪

唐玉芬
1995 年，美国《纽约时报》科学专栏作者、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出版了一本新
书，名叫《情绪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智商决定人生的
20%，情绪智商（情商）则主宰人生的 80%。」他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阐述情绪智能的重要
意义，特别是在对于资优儿童的培养方面，培养孩子的情绪智能，比什么都重要。
情绪智商主宰命运
丹尼尔·戈尔曼在书中给家长开出的药方是：如果培养好孩子的情绪智能，不仅能够有满意的
考试成绩，还会变得更加快乐幸福，更加富有责任心，同时又不那么咄咄逼人。
戈尔曼一再说的一个观点是，很多智商超过 160 分的聪明人在为那些智商只有 120 分的人打
工。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许多情况下，看上去似乎不那么聪明的人，情绪智能高度发达。也就
是说，他们有高超的能力管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善于理解他的的情感，积极、冷静地与他人
互动，在情绪激烈的情境中也能从容应对。
吃糖实验测试情商
在戈尔曼的众多研究例证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研究者给 4 岁的小孩每人发了一粒软
糖，糖放在桌子上，小孩们被告知，如果他们能够等研究者办完差事回来后再吃，就能吃到两
粒糖，如果他们等不及，那就只能吃一颗，不过可以立即吃到。
戈尔曼说：「也许没有什么比抑制冲动更基本的心理技能了。这是所有情绪自控的根基，因为
所有情绪，从本质上说都导致这样那样的行为冲动。」
在上面这个实验中，戈尔曼说：「一些 4 岁的孩子为等研究者回来，能坚持长达 15 到 20 分
钟，这是一个看上去遥遥无期的时间。为了努力让自己坚持下去，他们或将自己的眼睛蒙上，
以避免让自己眼瞪着诱惑物，或头枕着手臂休息，或自言自语，或嘴里唱着歌，或用自己的手
和脚玩着游戏，甚至想让自己睡觉。这些勇气可嘉的学龄前儿童获得了两块糖果的回报。但其
他更冲动的孩子在研究者走出房间数秒内便将糖果抓在手里了。」
这个实验是在 1960 年做的。12---14 年过后，当年的 4 岁儿童都已长成少男少女。这两类孩
子的差别十分明显。「那些在 4 岁时抵制住诱惑的青少年社会能力更强：虎虎有生气，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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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素，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他们在压力之下不太可能身心崩溃、呆滞或抱怨，也不太
可能慌乱而六神无主；他们积极面对并应对挑战，而不是在遇到困难时放弃；他们相信自己，
依靠自己，同时也是独立而可信赖的；他们敢于领头做事，且把自己投入到一件件有意义的事
情中。」
而另一组孩子则更多地表现出「固执而犹豫不决；容易遭受挫折打击；自我评价‘不好’或无价
值；在压力下退缩不前，或无所作为；多疑且抱怨不断；容易心生妒忌或羡慕他人；易怒，对
刺激反应过火，进而引发争执或斗争。」
但最要命的也许还是：那些推迟满足自己吃糖欲望的孩子的学业成绩平均要比另一组孩子高出
200 分。较差的冲动控制能力显然对于在各方面的成功起着负面影响。
显然，冲动控制非常重要。但极少有家长或教师知道如何帮助孩子培养这方面的能力。从上述
这个「看谁能吃到两粒糖」的实验中，可以看出，一个儿童是否具备良好的情绪智商，能否管
理好自己的情绪，会直接影响他的一生的命运，因为在未来漫长岁月中决定你事业成败的，往
往不是你是否聪明，即是否具备高智商（IQ），而是你是否能够拥有相当的情绪管理能力，
即拥有不俗的情绪智商（EQ）。
情绪智商涉及五大技能
戈尔曼列举出涉及情绪智商的五大技能，包括：
1.

知晓自己的情绪，或自我意识。随时意识到自己情绪变化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好的
把握

2.

情绪管理。情绪管理能力较差的人会一直与痛苦相伴，而情绪管理能力较强的人却能
历经人生的起伏而活力不减

3.

自我激励。有能力控制自己冲动的人能够将自己的精力导向自我目标的实现

4.

识别他人的情感，或情感相通。对他人的感受有较好协调能力的人能与人友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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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关系的处理，或社会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会使我们获得并相互给予对方最大的满足
感

人缘好，情商高
中国人评价一个人时，常常会说:「这个人没人缘。」或者问：「这个人合不合群？」，这其
实是对一个人「情商」的评价。 所谓情商，说白了，其实是指社会适应的综合能力，主要指
信心、恒心、毅力、乐观、忍耐、直觉、抗挫折、合作等一系列与个人素质有关的反应程度，
就是指心理素质，指一个人运用理智控制情感和操纵行为的能力。
一个「情商」高的人，常常能清醒地把握自己的情感，能敏锐地感受他人情绪，能够察颜观色，
能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的优势。这些人的生活常常更有效率，
更易满足，更能运用自己的智慧来获取丰硕的成果。
幼儿到 4--5 岁时，脑量会长至成人的五分之四，其精密的演化是一生中最快的阶段，最重要
的学习能力，尤其是情感学习能力，也在这个时期得到最大的发展。6 岁以前的情感经验对人
的一生具有恒久的影响，一个儿童如果此时无法集中注意力，性格急躁、猜疑、易怒、悲观、
具有破坏性、孤独、焦虑、有各种恐惧的幻想、对自己不满意等，将来在面对人生各种挑战时
将很难把握机会、发挥潜力。所以，在幼儿阶段进行正规、系统的情商教育十分必要，这是奠
定人生成败的基础。
在相当多的资优儿童中，都不同地存在着高智商、低情商的情况，他们非常聪明，但也非常敏
感，人际关系差，自负、孤僻，在群体中间，容易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这些孩子长大后，如果情绪智商得不到改善，往往难以成功。例如，中国内地有调查指出，有
相当一部分的理工科优秀学生，大多数拿过全国奥林匹克各项竞赛的大奖，顶着「神童」光环
的他们，在步入社会后，却鲜有一路顺利者。挫折、迷茫、困惑充斥着这些「少年得志」者的
生活，这些人的高智商并没有带来高收入和高职位。
这些昔日「神童」走上社会后，不少人都存在情绪智商低下的问题，由于成绩的优秀更加重
了他们清高、自傲的情绪，不愿意与人交流。情商上的不足，使高智商者虽然有着很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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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工作中人际关系的处理不当，使工作的开展发生困难，或人际关系紧张，在一家公司根
本无法生存下去。

重视孩子的情绪
「智商使人得以录用，而情商使人得以晋升。」这是人事管理专业近年来流行的一句话。美国
心理学家奥列弗·温德尔·荷尔姆斯运用情商概念，对美国历史上诸位总统进行了一番测试。他
认为，佛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个二流智力、一流情商的政治家，由此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一
个卓越的领导人。
戈尔曼强调指出，所有孩子，特别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渴望获得如何理解并管理自己内心世
界的资讯。情绪智商的以上五大技能将帮助当今的学生理解其他地方、不同时代和历史背景下
的人的欲望、挫折和喜怒哀乐。
事实上，如今的孩子面临的问题，要比以前严峻得多。他们因未获得生活所需的情感和社会技
能而产生情绪不适，这些技能包括怎样处理焦虑与愤怒情绪，怎样与人情感相通，怎样走出困
境等等。
在这方面，除了学校要加强培育之外，家长的角色也十分重要。家长是孩子重要的榜样。家长
通过自己的立身处世教孩子：他是否关注到在孩子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教会孩子与人相处
很多孩子回家后会向家长投诉各种问题：「其他孩子不跟我玩!」，「我最要好的朋友喜欢另
外一个小朋友。」等等。家长可以做很多工作，让孩子知道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看待问题。我
们可以拓展我们的情绪－社会技能，而孩子仅仅从观察家长的言行就可以学到。家长还要认真
对待孩子的愿望和要求，很多大道理都是以微妙的方式教授的。
家长在教导孩子增强情绪智商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教育孩子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学习如何激
励自己，学习如何坚持不懈，如何抵制诱惑，如何锁定一个目标，如何朝着共同的目标与他人
协力合作。如果真正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有进步，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一个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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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情绪智商的方法很多，其中有一种叫做「合作学习」，即教导孩子如何与他人合作，
共同解决问题。这种合作学习关系着孩子如何管理自己，如何与其他人相处，怎样处理自己的
愤怒情绪等。例如，让孩子参加一些组织活动，因为孩子在团队活动中，不可以大发脾气而不
承担任何后果，这将有助于孩子学会如何跟人更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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