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让不少职场中人
像个高速转动的马达，总是停不下来：超时
工作，睡眠不足，三餐无时，压力巨大，没有
休闲……然而，有不少人一方面大叫自己压
力太大，另一方面又恐惧闲适的生活，每天
都努力地把自己“累趴下”，出现“压力成瘾”
倾向。

顾名思义， 压力成瘾就是对工作压力上
瘾。 正如酒精依赖者对酒精的沉迷和依恋一
样， 压力成瘾者对工作压力也达到了一种痴
迷、狂热的程度。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一种
病态心理， 与充满热情地工作有着本质的区
别。 这种“沉溺行为”往往将生命的热情提前
燃尽，全然没有幸福快乐的感受。

研究人员分析，造成“过劳成过劳瘾”的
压力不是个体的压力， 而是群体的大范围的

压力。如果你不加班，也许旁边加班的同事明
天就会取代你。而老板如果不让员工加班，也
许明天就会有另外一个企业取代他的企业。
尤其是在社会环境不能充分保障休息权利
时，这种群体性的压力更是无孔不入。

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状况呢？ 研究人员指
出，第一步是从认知层面入手，要“敢于”意识
到自己是否已经对工作压力产生了严重的依
赖；第二步是寻找自己的优点，建立自信和安
全感；第三步，帮助自己实现丰富、成熟的自
我形象，学会与人建立情感联系，多花一些时
间与亲人、朋友相聚，并能享受这种乐趣；第
四步是要寻找生活中的乐趣， 培养一些业余
爱好， 你会发现， 工作压力并不是你唯一的

“激情”。
（据《南京日报》摘编）

上班族应当心“压力成瘾”

1、红薯：补虚乏、益气力
营养分析： 系粮食中营养较为丰富的食品。

由于红薯能供给人体大量的黏液蛋白、糖、维生
素 A和维生素 C，因此具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
胃、强肾阴以及和胃、暖胃、益肺等功效。 因此，常
吃红薯能防止肝脏和肾脏中结缔组织萎缩，防止
胶原病的发生。

2、芋头：宜脾健胃
营养分析：芋头富含淀粉，营养丰富。 每 100

克鲜品中含有热量 91 卡，蛋白质 2.4 克，脂肪 0.2
克，碳水化合物 20.5 克，钙 14 毫克，磷 43 毫克，
铁 0.5 毫克，维生素 C10 毫克，维生素 B10.09 毫
克，维生素 B20.04毫克。 并含乳聚糖，质地软滑，
容易消化，有健胃作用，特别适宜脾胃虚弱、患肠
道疾病、结核病和正处恢复期的病人食用，是婴
幼儿和老年人的食用佳品。

3、包心菜：增强抵抗力
营养分析： 其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西红柿的

3.5倍，钙的含量是黄瓜的 2倍。 包心菜还含有较
多的微量元素钼和锰，是人体制造酶、激素等活
性物质所必不可少的原料。 它能促进人体物质代
谢，十分有利于儿童生长发育。 其多量维生素 C
能增强肌体抗癌能力。

4、萝卜：消积滞、化痰热
营养分析：萝卜含有较多的水分、维生素 C，

一定量的钙、磷、碳水化合物及少量的蛋白质、铁
及其它维生素，还含有木质素、胆碱、氧化酶素、
甘酶、淀粉酶、芥子油等有益成分。 祖国医学认
为，萝卜性凉味辛甘，入肺、胃二经，可消积滞、化
痰热、下气贯中、解毒，用于食积胀满、小便不利
等症。 可见萝卜对调理脾胃作用非小，所以有“秋
后萝卜赛人参”之说，对秋季常见的消化不良、风
热型感冒、扁桃体炎、咳喘多痰、咽喉痛等疾病也
有辅助治疗作用。 （据《光明科技》）为提高幼儿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使幼儿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某幼儿园积极组织

幼儿开展丰富多彩的冬季锻炼活动，跳绳、呼啦圈、踢毽子、拍球等，还开发、开展许多体
育游戏，吸引幼儿踊跃参与。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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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发现
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

前不久，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遗传》
在线发表了我国科学家发现精神分裂症易感
基因的重要科研成果。

精神分裂症是以基本个性、思维、情感、
行为的分裂， 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
要特征的一类最常见的精神疾病， 是精神疾
病里最严重的一种，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张岱教授和国家人
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黄薇教授领衔的研究
团队与安徽医科大学张学军教授领衔的研究
团队共同开展了对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的研
究。 该研究通过对近 12000 例患者和正常对
照人群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在 11 号染色体
上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
TSPAN18， 同时验证出了既往国外已有报道
的位于 6 号染色体上的精神分裂症易感基
因， 标志着我国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研究跻
身世界先进行列。

（据《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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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情绪障碍、睡眠障碍……这些
原来成年人身上常见的疾病， 如今却频繁
出现在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身上。 据南京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门诊部统计， 他们
接受的患有类似疾病的中小学生在 5 年内
增长了 3 至 5 倍。 专家指出，目前中小学生
所面临的学业负担和竞争压力， 让越来越
多孩子出现各种躯体和精神上的疾病，成
为“玻璃少年”，很多疾病发病年龄都大幅
提前。

前不久，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负责人透露，近 20 多年来，我国青少年
的体质持续下降。 最近一次调查表明，学
生肥胖率在过去 5 年迅速增加，1/4 的城
市男生是“胖墩”。 眼睛近视的比例，初中
生接近 60%，高中生为 76%，大学生高达
8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要求，“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温家

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保
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9月
份召开的全国教育电视电话会议上， 教育部
负责人提出把中小学生校园体育活动情况与
业绩考评、 评先评优直接挂钩， 甚至拿出了

“一票否决”的杀手锏。 但实际情况却收效甚
微。 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校片面追求
升学率，自然只能是抓了“智育”，丢了“德
育”，扔了“体育”。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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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日本发明防打鼾枕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日本举办的国际
机器人展上，早稻田大学发明的名为“深度睡眠”
的防打鼾机器熊首次亮相。从会展上的有关视频
中可以看到，这种发明装有内置扩音器，一方面
具备枕头的功能，另一方面在人们打鼾声音过响
时，它会轻柔地推动入睡者的头部，使其调整睡
姿保持呼吸通畅，停止打鼾。

这款研发成果目前尚未进入市场。而在治疗
打鼾的问题上，它推动打鼾者头部的轻微动作是
否比其配偶的推动更为有效仍有待观察。鼾声是
扰人清梦的一大杀手，很多饱受鼾声折磨的人想
必都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贴鼻贴、 用吸入
器、甚至在睡衣后背处缝入网球。 但对于喜欢创
新的日本人来说，他们自然不会满足于用如此低
科技的方法治疗打鼾。 （据《中国日报》）

7种性格的人易生病

性格不止决定命运，还会决定你的健康。
7种性格的人最易生病：

自我防御型 这种性格的人总对别人疑
心重重，充满敌意。 研究表明，对别人怀有敌
意、处处提防的人内心承受更多的压力，从而
导致体内一种叫 C3 的蛋白质含量骤升，该
蛋白质和心脏病、糖尿病有很大关系。

自暴自弃型 一项研究表明， 有强烈生
活目标的老人在未来 5 年内死亡的几率降低
了 50%。 另一些研究也显示，有目标的人压力
激素水平、 免疫系统和心脏健康都有较大改
善。

烦躁紧张型 神经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
态、不停地担心并且意志消沉的人，要比同龄
人过早地离开人世。

意志薄弱型 约会迟到， 制定的计划无
法按时完成， 这些貌似无害的习惯也会损害
健康。 20多项研究均证实，自律性、组织性强
的人要比意志薄弱的人多活 2~4年。

焦虑不安型 焦虑好比给大脑戴上了一
个“紧箍咒”。一遇到担心的事情就会发作。研
究表明，举止成熟大方、性格开朗的人相对于
焦虑者患痴呆的几率大大降低。

忧郁羞怯型 忧郁、 害羞的人不但在社
交方面处于劣势，而且身体素质也大打折扣。
研究表明，这种性格的人易患外周动脉疾病，
早亡的几率更大。

压力重重型 长期的压力会增加患心脏
病、高血压、流感和代谢综合征的几率。 另外
工作升迁并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你的精神压
力随之升高，而看病时间却越来越少。

（据中新社）

性途径已成我国艾滋病传播主因

警示

在日前举行的 2011 年全国报刊媒体禁
毒防艾宣传培训工作会议上， 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
友表示， 我国艾滋病疫情总体上保持了
0.058%的低流行态势， 但疫情依然呈上升趋
势。

据统计，自 2005 年至今，我国注射毒品
传播和经血液途径传播艾滋病的比例在逐年

下降，性传播比例则持续攀升。 在 2011 年全
国估计现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中，63.9%是通过性途径传播的。 其中，同性间
性传播比例飙升，达到 17.4%，且 50 岁以上群
体、学生群体在报告中所占比例上升，是其新
特点。“在今年 4.8万新发感染者中，这两个数
字更高，分别为 81.6%和 29.4%。 ”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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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半岁以后，从母体带来的免疫力水平逐
渐下降，平时护理时若不注意，就很容易反复生
病，要怎样预防呢？

1、及时、全程地进行计划免疫；
2、坚持母乳喂养，4 个月开始适量添加各种

辅食，均衡营养；
3、经常进行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接受

阳光的沐浴，培养孩子适应环境的能力；
4、孩子的衣着要适中，活动时容易出汗，出

汗后应及时擦干汗液并及时更换衣服；
5、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经常开窗通风，避免

孩子被动吸烟，减少接触感染源的机会；
6、适当补充一些乳铁蛋白或者益生元，提高

免疫力。

宝宝反复生病怎么办？
湖南省儿童医院 李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