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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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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m2010
附注
的确，当你想自己不去做或者去做某事时，用的就是反向努力。但依照反向努力说，这些努力是事与愿违的，所以不能用这个反向努力的方法。而代之以想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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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m2010
附注
给自己一个想象，想着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和品质。在不知不觉的努力中，或许真得实现了这个愿望。所以，人要有理想。这话不仅具有激励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还具有是在的帮助实现理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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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m2010
附注
改变思路，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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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号

chm2010
附注
三大流派：巴黎派；南锡派；耶勒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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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m2010
附注
治疗方法：1.消除以前引起该症状的原因，故应该避免再次接触和激发，休息和回避也许是个方法，但是不是最根本的方法。同时要配合下面的方法，增加心理上的承受力。因为患精神病的人，环境是一个方面，个体 的心理脆弱方面也不能忽视，所以在第一种方法实施一段时间后，有所好转后，就应该用下面的方法增加心理的抗压能力。2.增加心理的抗压能力。就是激发患者的心理上的储备能力，使之可以见多历光，多减少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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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m2010
附注
朱师真乃大师也！说理如此透彻，简洁易懂，其实乃大师自己已经深入体会、消化一遍了，方有如此精妙绝伦的解释！真是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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