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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懂的““ 自利性偏差
难懂的
自利性偏差””，其实无所不在
聊

心理

吧

栏目主持人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王睿
热门综艺《奇葩说》最近一期
中，在讨论“20 岁有个一夜成名的
机会，该不该要？”这个辩题时，反
方辩手席瑞提到了一种心态，叫做
“自利性偏差”。采访中，心理专家
告诉记者，其实生活中这种心理很
常见，输了比赛、考砸了、创业失败
了，甚至上班迟到了，大家总能找
到各种“理由”为失败“归因”。生活
中，需要警惕陷入“归因偏差”，让
我们既不沉迷于对他人的羡慕中，
也不会活在盲目乐观的自我安慰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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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冯 华 青 年 作 家 、影
视编剧。擅写推理小
说 ，作 品 横 跨 小 说 、电
影 、电 视 等 多 个 领 域 。
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理
事 、江 苏 省 电 影 家 协 会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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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的错误找理由，原来
是“自利性偏差”

掩盖自身不够优秀，是维持
自尊的
“保护机制”

席瑞在节目中提到，安妮·杜克在
《对赌》一书中解释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
在牌桌上一夜暴富的人，
最后往往会输
得倾家荡产？原因在于，这些人看到别
人赢了钱，就会觉得是运气，而自己赢
了钱，就觉得是实力。同时看到别人输
了钱，
就认为他技术差，
而自己输了钱，
就只会怪自己不走运。但凡赢了一次
钱，就觉得自己次次都能赢，最后血本
无归，
这种心态就叫
“自利性偏差”
。
对于第一次听到“自利性偏差”这
个概念的人们来说，又长知识了。什么
是“自利性偏差”？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韩宁告诉记者，这个概念指对自己
的成功往往做个人归因，对失败做情
境归因；而对别人的成功倾向于做情
境归因，对失败做个人归因。用对自己
有利的一面来判断客观事物，把不好
的、错误的原因归于其他人或者外
因，这种归因错误很容易导致偏见
和对对方的刻板印象。
这是一种普遍
存在的心理学现
象 ，只 有 真 正 理
解了这一概
念，
才能更好
地认识自
己 ，并 成
为更好
的 自
己。

“自利性偏差”
听起来很学术，
但在
生活中很常见。
韩宁对记者表示，
“在情
感层面，也经常会出现‘自律性偏差’。
一个人失恋了，
会在对方身上找很多原
因，
很少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
南京五中心理专家杨静平告诉记
者，所谓“自利性偏差”，就是一种不成
熟的归因方式，青少年中也很常见。因
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为了证明自己，
显示自己的存在，会有“自我中心”
“目
中无人”的阶段特点。当考试没考好，
他可能会说“试卷太难了”，而不是“我
不行”。把考试没考好的原因归为试卷
难度大，一方面可以掩盖自己不够优
秀的事实，另一方面可以为粗心、努力
程度不够找借口。把失败的原因归于
外界因素，可以掩盖自己的能力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护自尊和自信。
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眼界打开，这种自
恋情结会化解。
可以说，
“ 自利性偏差”是一种自
我防御机制，
用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无法客观看待自我能力，最
终将影响人生观和价值观
“ 自 利 性 偏 差 ”会 带 来 什 么 危 害
呢？韩宁表示，尽管“自利性偏差”情有
可原，但是如果一个人经常受“自利性
偏差”的影响，就会以偏概全，无法客
观地看待事实真相和自我能力。久而
久之，习惯性地为自我开脱，推卸责
任，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当做受害者，
受困一生。不同的归因方式会影响到
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也是为什
么有的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及时
改正、进步，而有的人只会抱怨别人、
原地踏步。

生活中，人们很容易陷入“归因偏
差”，所以当我们遇到某件事情、评价
某个事件时，一定要站在不同的角度
上全面地看待。避免因为“归因偏差”，
而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只有站在不
同的角度，才能更客观地看待他人和
自己。

一点建议>>
从打破自我假设开始
要想不受“自利性偏差”带来的影
响，在生活中，就不要扭曲事实，只有
打破自我假设，才不会为自己的痛苦、
失败寻找借口。辩手席瑞在节目中也
提及：
“ 看待别人的成功，多看看别人
的付出；看待自己的成功，多看看别人
对自己的帮助。看待自己的失败，多看
看自己的能力不足；而看待别人的失
败，
就多看看他面临的外部因素。
”
韩宁认为，如果想让自己有一个
非常正确的价值观，建议：一、做事言
出必行，言出必准。二、做事有所不为，
有所必为。
三、
接受自己，
肯定自己。
让我们既不沉迷于对他人的羡慕
中，也不会活在盲目乐观的自我安慰
中。在面对不如意时，我们要调整好自
己的心态。避免情绪过于激动，更不要
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去分析事件原
因，因为这时候，我们往往容易把过错
推给他人，或是盲目否定自我，这些都
是不可取的。
杨静平告诉记者，成功之后不能
骄傲，失败了也要越挫越勇。即便现实
中没有被认可，也要努力做到自信有
力量，淡定满足地去生活。
“ 如果非要
评判自己的成败，既要看到自身才华
和努力，也要考虑客观因素，成功了要
感谢别人的帮助，失败了也不要过度
自责，继续在专业上精进自己，这才是
一个健康成熟的心态。
”

有一种职业叫“父母”
新年伊始，备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法（草案）》正式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这也
意味着，家庭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事业
发展规划和法治化管理轨道。
此前的2020年5月，
全国政协委员、
天津
市南开区政协副主席许洪玲就曾建议：
在社
区举办家长课堂，建立“家长教育指导工作
室”
，
结业的家长颁发
“合格父母上岗证”
。
当时新闻刊出，
立刻在网上引起热议。
有人说：
“管天管地还管到别人家庭里
来了？”
有人问：
“ 这个委员的爹妈有上岗证
吗？”
还有人问：
“ 如果父母拿不到上岗证，
孩子就送福利院？”
做父母要“上岗证”，这真是个前所未
有的提法。一对成年人，凭借自己的受精
卵，生下自己的孩子，不就自动升格成为父
母了吗？如此水到渠成的事情，居然还需要
有什么营业执照、
上岗证明？
有一次，和几位老朋友聚会。席间多了
两个陌生女孩儿，一大一小。大的看上去二
十出头，穿着打扮很时尚，小的只有三四
岁，活泼可爱。两个女孩儿都是美人坯子，
容貌颇有几分相似，就像一对年龄略有差
距的亲姐妹。
带她们来的朋友向我们介绍说，
成年的
女孩儿是他表妹。
大家自然问起那个小女孩

儿是不是朋友表妹的妹妹。
朋友没有直接回
答，
而是指着表妹，
转头问那个小女孩儿。
“你叫她什么？”
小女孩儿干脆利落地回答：
“姐姐！
”
朋友的表妹笑而不语，只是伸手摸摸
小女孩儿的头，
又继续低头玩她的手机。
聚餐快结束时，酒精加叙旧，气氛热闹
了很多。那个小女孩儿也和在场的大人们
打成了一片，在包间里兴奋地跑来跑去。不
知谁和小女孩儿讲了个笑话，她哈哈大笑。
一边笑，一边四处张望，看见“姐姐”正在房
间角落低头玩手机，她开开心心地跑过去，
拉住
“姐姐”
的胳膊摇晃。
“妈妈！
给你讲个笑话，
太好笑了！
”
那个已经成年的“姐姐”，正沉浸于手
机游戏的虚拟世界，头也不抬，随口说：
“什
么笑话？”话刚出口，忽然醒悟，抬起头，瞪
着面前的小女孩儿，小声而严厉地问：
“你
叫我什么？”
小女孩儿一下子愣了，后退一步，小声
说：
“我忘了……”
“平时怎么和你说的？这么简单的事情
还老是忘！”直到此时她才放下手机，抓着
小女孩儿的肩膀说，
“重来一遍。
”
“姐姐，
给你讲个笑话，
太好笑了……”
小女孩儿蔫头耷脑地说完，低头走开。
并且直到聚会散场，
再也没发出过笑声。
过后，朋友悄悄告诉我们，表妹刚成年
就谈了一场不靠谱的恋爱。
两人爱得死去活

来，
不管不顾生下女儿。
女儿还没满月，
当爸
爸的就跑了。年轻的妈妈独自带着女儿生
活，
高兴起来，
抱着女儿心肝宝贝地亲，
烦了
把女儿往旁边一推，
扔给家里人管。
“她自己就是个孩子嘛”，我们都很忧
心，
“怎么当妈妈？”
“所以她要求女儿，出了家门，绝对不
许叫妈妈，
必须叫姐姐。
”
朋友也很无奈。
再仔细想想，生孩子真应该是成年人
的绝对自由吗？
现代社会，工程师、
程序员、
教师、
医生
这样的专业工作，在接受基础教育之后，至
少还要经过四五年的专业教育和或长或短
的实习、
培训才有可能正式上岗。
快递员、
保洁员、
收银员这样技术难度
相对不算高的职业，也少不了就业培训、
岗
前教育，
不是想干立刻就能干的。
更不必提开车上路前，通过驾照考试
的各种艰辛。
越是需要对他人生命负有责任的职
业，
越是如此。
而世上最该对另一个生命负责的，不
应该是生下孩子的父母吗？
常常想起那个只能把“妈妈”叫成“姐
姐”
的小女孩儿。
等她长到18岁成年时，不知道会有怎
样的人生观。不知道她回忆起那个生下她
的女人时，脑海里浮现的称谓究竟是“妈
妈”
还是
“姐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