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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心理学
心理学家艾伦·朗格教授今年63岁，是

第一位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获得教授席位的
女性。

朗格教授用一词之差来解释她的研究与
传统心理学之间的差异：传统心理学研究的
是“什么”，而她研究的是“可能是什么”。

她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可能性心理学”，
不是描述普遍的真相，而是寻找个别的可能性。

朗格教授热爱网球。年轻的时候，她摔
断了脚踝，医生说她从此会瘸腿，再也不能
打网球了。但现在她双腿健康，仍然在打网
球。30多年“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践，使这
位心理学家将身体和心灵的控制权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里，度过了一段非凡的岁月。

她觉得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她不敢尝试
的。当别人告诉她“不”的时候，她一定会
反问一句“为什么不？”

什么是专注力？
“可能性心理学”的第一个假设是，我

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或者能变成什么，
一切皆有可能。

但人是习惯的动物。我们如此容易被僵
硬的世界观、惯例、偏见或者刻板印象所麻
痹，我们的很多行为往往是先入为主、不假
思索，或者想当然的结果，而没有经过任何
思考或者认知过程。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其实，
我们并不知道。

朗格教授做过一个“复印机”实验：几
个人在排队复印东西，实验者问前面的人能
不能让他先复印。只要这个实验者给出了理
由，人们通常都允许他插队。有趣的是，这
个理由本身是否合理却并不重要。无论你
说：“对不起，我赶时间”，或者“对不
起，我想复印文件”，人们的反应是一样
的。

“并不是他们没听见你说什么，”朗格
教授说，“而是他们根本没意识到你说了什
么。”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都是像复
印机实验里的那种“自动”状态下做出的。
所以，我们需要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思考一
下我们正在做什么，在某个情境下是怎么反
应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还有没有别的
选择？这就是所谓的“专注力”。在她的学
术生涯中，这是一个核心概念。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专注力”其实是
一种很简单的实践——留意新事物，积极寻
找差异。无论是关于你自己的，还是关于周
边环境的，无论这个新事物看上去很傻，或
是很聪明，只要它是新的，是不一样的，就
会将你置于“当下”的状态，让你对人和环
境重新敏感起来，向新的可能性敞开，形成
新的视角。而那些我们多年来称之为“智

获得一种与岁月对抗的力量
导读：在岁月面前，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将一个人的心理时钟倒拨20

年，有可能吗？
在这里，心理学将为我们发现这种“可能”。

慧”的东西也会变得可疑起来。
为了适于生存，我们的脑海里保存了无

数的规则与分类，以快速有效地指导当下的
行为。这也是文化对人的教化功能——通过
传达“绝对”的概念，我们的文化得以代代
相传。这无疑带来了稳定，但也让我们付出
代价。因为很多时候，情境已经变化了，我
们还一如既往地坚持着那些规则和分类，不
假思索地运用它们。

从这个角度而言，“专注力”是一种批
判性的思维方式，它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
存疑和追问，从传统、权威、成见、惯例
和约定俗成中，收复自己的头脑，对塞给
自己的信条问一句，“真的吗？”“为什
么？”“万一呢？”

朗格教授认为传统医学的问题也在于
此。医学是一种不完美的科学，它能提供的
只是概率，一种抽象的数学概念，但到了病
人那里，却经常被作为唯一的正确答案接受
下来。事实上，任何一种疾病，一旦落到个
人身上，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性，没有一个
人是概率，没有一个人是“大多数”。

“ 我 并 不 反 对 传 统 医 学 。 ” 她 解 答
道，“我只是反对对医学测试和医生的无条
件信任与依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无意识状
态——我们太容易接受一种疾病的标签了，
比如癌症、抑郁症等。”

“现代人应该对‘不确定性’有更健康
的尊重。”她说，“‘不确定性’才是现实
世界的本质状态。现实从来不是静止的，从
不同的角度观察，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
果。”

一旦我们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缚在文
化、范畴、语言和思维模式的陷阱里，就会
发现，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
康和快乐，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返老还童的可能性
在一部好莱坞新片《倒时钟》中，詹妮

弗·安妮斯顿出演朗格教授，电影主线是她
在1979年做的一个实验。

一个匹兹堡的老修道院里，朗格教授和
学生精心搭建了一个“时空胶囊”，这个地
方被布置得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他们邀请了
16位老人，年龄都在七八十岁，8人一组，让
他们在这里生活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里，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
年的环境里，他们听上世纪50年代的音乐，
看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读50年代的报
纸和杂志，讨论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军事行
动，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他们都被要
求更加积极的生活，比如一起布置餐桌，收
拾碗筷。没有人帮他们穿衣服，或者扶着走
路。唯一的区别是，实验组的言行举止必须
遵循现在时——他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在
1959年，而控制组用的是过去时——用怀旧

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
实验结果是，两组老人的身体素质都有

了明显改善。他们刚出现在朗格的办公室
时，大都是家人陪着来的，老态龙钟，步履
蹒跚。一个星期后，他们的视力、听力、记
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血压降低了，平均
体重增加了3磅，步态、体力和握力也都有了
明显的改善。

不过，相比之下，实验组，即“生活在
1959年”的老人进步更加惊人，他们的关节
更加柔韧，手脚更加敏捷，在智力测试中得
分更高，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局
外人被请来看他们实验前后的照片，几乎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年来，关于这个
实验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毕竟，这是一
个田野实验，因为缺乏实验室的控制，一个
结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事实上，直到今天，朗格教授仍然难以
解释，那一个星期里，这些老人的大脑和身
体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交互。唯一可以肯
定的是，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轻了
20岁，于是身体做出了相应的配合。为了维
持时间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须
付出更多的“专注力”，即更有意识的“活
在当下”，因此他们的改善更明显。虽然不
至于“返老还童”，但这个实验至少证明
了，我们生命最后阶段的衰老并非是不可逆
转的。

“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她接着
说，“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病，常常
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
程。”关于衰老的很多思维定式是经不起推
敲的。比如人老了，记忆一定会衰退吗？

脑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一半以上的老
年人，其大脑活跃程度与20多岁的年轻人并
没有区别。他们在短期记忆力、抽象推理能
力以及信息处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应差

于年轻人。那么，到底是什么抑制了他们真实
的潜能？

根据朗格教授的分析，这是因为我们身处
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社会。年轻的时
候，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与此
同时，我们固执而轻率地认定衰老和能力减弱
有着必然的联系。某天早上我们醒来，惊恐地
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这种思维定式往往极具
杀伤力。当我们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时，最
现成的解释似乎就是——我们老了，而很少再
去寻找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也许是我们失去了
记忆的动机和意图？

事实上，很多心理实验都证实，一个人衰
老的速度与环境暗示很有关系。与一个比自己
年轻的人结婚，往往长寿；相反，与一个比自
己年老的人结婚，往往短寿。社会经常规定
了，什么样的年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否则
就是为老不尊。因此一个经常穿制服的人往往
不容易显老，因为制服没有老少之分，没有年
龄暗示。

“如果我们不是将‘变老’看成是一种时
间的遗失，一条单向的下坡路，而是一个时间
的过程，一种自然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年老的
许多好处。”

在20多年前的一个养老院的实验中，她发
现，当一个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
权时，比如他能决定在哪里招待客人，玩什么
娱乐节目，自己照顾房间里的植物，他会比那
些被全方位照顾的老人更加快乐，更爱社交，
记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

有人问朗格教授，是否想过让自己回到30
年前？

她笑着说：“如果你是一个懂得专注力的
人，年龄从来不是问题。无论你20岁、30岁或
者60岁，你都是在体验当下，你在自己的时间
里加入生命的体验。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在美国：因为寂寞，生活显示了它最真实的状态
有太多的美剧发生在纽约，“Friends”、

“Sex and the City”、“How I Met Your 
Mother”等当中的友谊、时尚、爱钱与热闹
让人以为纽约就是美国，纽约代表了美国最
美好的一切，就好像自由女神举着火炬召唤
人们。

于是，无数人向往着纽约。
可是，New York is not the US。
纽约并不能代表美国。我们在美剧与电

影里看到的美国，给了我们太多的误解。美
国不是拉斯韦加斯，不是处处是不夜城。

大部分美国的城市并没有这么多的餐
馆，没有那么繁华的夜晚，没有那么大的
chinatown，没有那么多的shopping mall，更没
有那么发达的交通系统。

大部分的美国，人们总是早早下班与家
人共进晚餐，很少在外面吃饭，就算是与友
人相聚，也喜欢在家里举行party。

大部分的美国，人们喜欢住在suburb，开
车上班，周末享受着宁静的生活，做做饭，
除除草。大部分的美国，平静得如同欧洲，
有些保守，但是自由。大部分的美国，白天
车水马龙，晚上一片寂静。

是的，大部分的美国是无趣的，无趣得
有些压抑。不过，就算是大城市，你也会发
现大部分的时间，你都是一个人。

如果你喜欢每天都有人陪着你的生活，
那么美国并不适合你。在这里，你要学会一
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自娱自乐，
朋友不是随叫随到，因为每个人都忙着自己
的事情，不会有人管你做什么。甚至是当你
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想要庆祝的时候，你也可

能会发现，只有你自己为你庆祝，那种感觉
难以名状。

就好像我考完期末，本想和同学一起吃
饭，却忽然才想起，在这里，早已没有了班
级的概念。你可以说这样的生活很寂寞，也
可以说这样的生活很自由。

有朋友跟我说，他到晚上上课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已经一天没有讲话了。也有朋友
跟我说，开车出去玩，开了好久竟没有看到
一个人。在美国生活，要有很强大的内心，
才可以应对不时袭来的寂寞与空虚。

刚开始，我很不习惯。我觉得，美国的
生活与我想得很不一样。好多朋友说，你在
美国过得真滋润，和朋友一起聚餐、旅行。
可是那只是很少的时候，博客是会骗人的，
只会展示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

而真实的生活，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闷
在家里，一个人。如果你把国内的生活记录
下来，你会发现，国内的生活要远远热闹有
趣的多，不管是朋友还是娱乐都会多得多。
在美国，生活的圈子很小，最熟悉的朋友永
远是亚洲人。

现在的我，已经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
可以对着电脑，从早看到晚。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人的生活，可以让你
学会如何令自己充实，并意识到，其实充实
的生活，与他人无关。

充实，并不需要天天有人陪你吃饭或者
聊天，自己一个人读以前没有机会看的书，
也可以很充实。

充实，并不需要天天出去party或者开
会，自己一个人上网看各种各样的讯息，也

可以很充实。
清华的生活，是一种别人带给你的充

实。而美国的生活，是自己带给自己的充实。
生活，在这里，逐渐显出其最真实的状态。
在这里，你可以穿着奇装异服，别人顶

多看你几眼，却不会指指点点。
在这里，你不需要考试拿第一名，你不

需要为了别人羡慕的眼光儿逼迫自己去找一
份多么高薪或者多么体面的工作。

在这里，你可以做你自己。
但是，在这里呆久了，你又会慢慢变得

单纯，甚至是幼稚，看了太多国内偏激的报
道，你会觉得国内那些政客都是傻子，都与
民做对，会觉得国内的商人都是腐败的，没
有道德的，你的观点会变得很generalized。而
这样，就意味着，你很难再回去了。

无数的人在网上谩骂，无数的人说网络
为我们带来了民主。我们学习美国人，肆无
忌惮地抒发着自己的观点。可是，没有经历
过的事，没有见过的人，没有处在那个复杂
的环境，不要妄下结论。网上所看到的，不
一定都是真实的。

有人跟我说，想去美国，是因为觉得国
内生存太累了，国内的人仇富欺贫，又太喜
欢比，弄得左右为难。我承认，国内的环境
是很复杂。可是，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
境脱颖而出，才显得难能可贵。

国内的成功，需要更多的隐忍与审时度
势，需要更多的大智若愚。所以，我们这些
80、90后的孩子，在不知道别人吃了多少苦
才可以成为人上人的情况下，没有资格指责
那些身居高位的人。

在国内，人们宁愿相信，成功的原始积累
都不是干净的，又总是傲慢地觉得，如果自己
去做，会比他做得更好。从政的要担各种各
样的责任，即使某个矿难与自己没有直接的责
任；商人做慈善还被人觉得捐钱太少，大家觉得
你那么有钱捐再多钱都是应该的。

这使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沧浪之水》。
里面的主人公曾经鄙视厅长的所作所为，但在
他经历了无数的挣扎与屈辱爬到厅长的位子
时，才猛然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
之。而自己所有本是基于好的立场想办的好
事，最好总会被老百姓说变了味。

如果你问我，更喜欢哪一种生活。我只能
说，如果将来我有了孩子，我会告诉他，生
活，本来就是不易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本不是为了享受。在不顺的时候，运用美国
人的智慧，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在顺利的时
候，运用中国人的智慧，居安思危，将简单的
事情复杂化。

我会告诉他，贫穷的时候，运用美国人的
心态，不要羡慕富人；而富裕的时候，运用中
国人的心态，韬光养晦，不要招致别人的嫉
恨，更要勇敢地面对别人的嫉恨。

我会告诉他，要学会独处，用美国人的阿
Q精神自得其乐，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也要学
会群居，学会尊重、体谅和适时的沉默。不要
轻易地抱怨，更不要做那个网上谩骂的人。

站在 Time Square 下，霓虹灯把纽约照映
得如同白昼，一片喧嚣，内心却一片宁静。马
上就要回到DC，回到乡村式的生活，学会一
个人也要活得漂亮，活得充实。

                  （文章摘自微信公众号：in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