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脑：反应迟钝、头晕脑胀
蹲厕时玩手机，不自觉地就会延长时间，容

易使血液向下流，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这就是为
什么久蹲后突然起立会出现头晕脑胀的原因。

眼睛：近视、干眼症
卫生间光线一般较暗， 不适合看任何电

子产品，尤其是孩子，如厕时近距离看手机会
使眼睛始终处于紧张、用力的状态，得不到充
分休息，从而容易引起近视。

颈腰椎：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
长时间低头看手机是颈椎病年轻化的重

要原因。 如厕时，身体会不自觉前倾，颈椎受
到的压力更大，导致颈椎前屈度发生变化，易
引起颈椎间盘突出、 颈椎不稳等。 尤其是蹲
便，还会因腰椎缺乏足够支撑，导致原有弧度
被改变，让椎间盘所受重力不断增大，久而久
之会诱发腰椎间盘突出。

心脑血管：血压升高、猝死
排便时，脑动脉压力可增加 20 毫米汞柱

以上。 对原本就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
心肌耗氧量的增加可诱发心绞痛、 心肌梗塞
及严重的心律失常， 血压骤升可导致脑血管
破裂出血，两者都可能造成猝死。

肛肠：痔疮、便秘
目前临床已经证实了，如厕时间久与痔疮

的因果关系，即使在没有便秘的情况下，蹲厕
时因为玩手机、看报纸导致时间过久的不良排
便习惯，同样可以促使痔疮发生。此外，排便是
肌肉反射的动作之一， 人体的中枢神经参与
了这个反射活动， 玩手机会干扰大脑对排便
传导神经的指挥，延长排便时间，久而久之，
很容易形成排便困难，或是习惯性便秘。

膝关节：退行性病变
膝关节是人体中负重最大、运动最多的关

节，人在下蹲时，膝关节的负重是自身体重的
3-6倍。 深蹲垂直向下看，膝关节是超过脚尖
的，增大了膝关节角，使后交叉韧带和髌骨受
力增加。人在久蹲后，内外侧韧带受力最大，加
大了关节和韧带的负担。对于已经有退行性病

变的人，建议上厕所别久蹲，最好选择坐便。
下肢：静脉血栓

人体下肢静脉的血液回流， 需要肌肉的
收缩来辅助，当蹲厕所看手机超过 15 分钟以
上，肌肉长时间不动，收缩会相应变慢，导致
静脉的血液流速减缓，容易出现腿部肿胀、发
麻。本身有血管内皮细胞受损、血液有凝固倾
向、肥胖、高血脂，或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人群
尤其注意，在如厕后出现腿部肿胀、下肢沉重
走不动路时，应及时到血管外科就诊。

心理：注意力下降
上厕所玩手机图的是休闲， 却会让人陷

入一种持续的“多任务处理”状态，长此以往
会出现“注意力障碍”等心理问题。 大量的无
效信息进入大脑， 削弱了大脑对有用信息的
处理能力，最终导致记忆力下降。

谢明霞

教你应对
木地板被水泡

实木地板泡水：“井”字叠放阴干 实木地板
浸水后，应尽快把表面的水擦干，还可同时拿吸
尘器对准浸水地板的拼接缝隙处， 吸走水汽。
或者拿吹风机用冷风对着拼接缝吹， 直至吹
干，但切忌用热风吹，防止表面因受热干燥而
引起干裂变形。 如果泡水面积比较大，而且泡
水情况比较严重，在处理完表层积水后，可以
把地板小心撬起，用吸水布逐块擦干，并按照

“井”字形叠加摆放，下方垫高隔空，让地板充
分接触空间晾干。

强化地板泡水：自然蒸发最方便 泡水过后
的强化木地板应该马上将上面堆积的家具和物
品移开， 尽量不要踩压， 并迅速排干地板表层
水，尽快取掉地板边缘的踢脚线，露出地板的伸
缩缝，靠伸缩缝将水汽散发完。千万不要将地板
撬起晾干。根据进水量的程度，完全干燥通常需
7 至 15 天，对于质量较好或者浸水时间不长的
地板可自行恢复，如果 15 天之后发现起翘或平
整度不能恢复的，就应考虑重新更换。

复合地板泡水：双管齐下方法佳 如果是小
面积沾水， 且水量不多， 则尽快处理干表面水
后，再使用吸尘器或吹风机冷风，将地板之间的
缝隙处浸入的水吸干。如果大面积浸水，则应尽
快将四周的踢脚线取掉，并撬起浸水地板，同样
用砖头或其他东西垫高隔空，将地板以“井”字
叠放阴干。 叁陆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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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鉴赏

乌鞘岭雨凇美如画
近日， 受新疆东移冷空

气和高原暖湿气流共同影
响， 甘肃乌鞘岭出现降温 、
雨夹雪天气过程。 伴随着此
次天气过程，乌鞘岭出现奇
特的雨凇景观。 超冷却的降
水碰到温度等于或低于零
摄氏度的物体表面时，所形
成玻璃状的透明或无光泽
的表面粗糙的冰覆盖层 ，叫
做雨凇。 俗称“树挂”，也叫
冰凌、树凝，形成雨凇的雨称
为冻雨。

仪铭

今年，一本清代木活字排印本《金瓶梅》
在拍卖市场以 230万元成交，让收藏界再次
惊叹。 这就预示了古籍收藏的形势一片大
好。 很多人觉得收藏古书有点“天方夜谭”，
但其实古书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只要你
了解一些知识能够“慧眼识书”，哪怕不去收
藏，侃侃而谈也是一种乐趣。

古籍善本的收藏之所以给很多人高冷
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它的收藏门槛很高。 不
论是刻本还是拓片碑帖都需要收藏者既能
懂得藏品的内容还要具备收藏古籍的专业
知识。比如看到一本《聊斋志异》，拿到书要
知道什么年代什么工艺的，是原刻本、影刻
本、复刻本还是有人拿茶水泡出来的破本；
翻开书得明白里面讲的什么故事，纸质、字
形、油墨都有何特点；放下书得明白现在的
拍卖市场什么行情， 能大概估算出这本书
有多大升值空间。当然，对于真心热爱古籍
的朋友来说，只要你喜欢，价格合理，那就
买回去吧。

在北京刚结束不久的中国嘉德 2017
年拍卖市场上，一部木活字“程甲本”《红楼
梦》以 2403.5 万元成交，被称为“史上最贵
《红楼梦》”。“程甲本” 是乾隆五十六年
（1791 年），程伟元、高鹗以木活字排印出
的萃文书屋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因
书中有程伟元序，故称“程本”，即“程甲
本”。“程甲本”是最接近原著风貌的印本，
更是《红楼梦》唯一的真本，目前现世的仅
5本，其收藏价值不言而喻。

在众多古籍中，最值钱的就是宋元时期
的刻本了。 什么是刻本？ 刻本其实就是用雕
版印刷的方法印装的书籍。 我们都知道，宋
元时期是雕版印刷的顶峰，雕刻精美、字体
端庄、纸墨考究、校勘质量高。 早从明中叶
起， 宋元版本就已经成为藏家追逐的热点，
更不用说“物以稀为贵”的现代了。早在 2013
年，被称为北宋版“新华字典”的《礼部韵略》
就在北京匡时秋拍专场拍出了 2990 万元的
成交价， 远高于此前 800 万元至 1000 万元

的估价。
宋版因为非常珍贵，能被发掘的精品刻

本已经非常少见了。 相较于宋元，明代的印
刷技术更加成熟，图版刻印更为精良，市面
上虽然不多见，但还是有可能碰到的。 生活
中比较常见的刻本就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
了，这类古籍的入手价格也偏低，适合普通
收藏爱好者。 不过现在市面上的假货非常
多，如果自己不懂最好还是要找人“掌眼”。

宝图君

上厕所玩手机？ 从头伤到脚
如厕玩手机，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半小时，常常是蹲到腿麻站不起来……你也许从没

想过，这个行为正在让你从头到脚都受伤。 相关专家提醒如厕不要玩手机。

这些古籍为何拍出天价
教你一招

�������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中， 教育对
象的心理状态会对工作的开展效果产生一定
影响， 而心理学知识可以为研究人的心理活
动提供理论方面的借鉴。 因此， 使用心理学
知识对人的心理进行研究， 对开展政治思想
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掌握心理学知识与开展政治思想工
作的相同点

（一）研究对象相同
心理学和政治思想工作具有相同的研究

对象，都研究人的立场、思想、态度和观点。
可以说， 人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也是政治
思想工作的开展对象。 因此， 要想深入地开
展政治思想工作， 达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
真正目的， 就要扎实地掌握并巧妙地运用心
理学知识。

（二）工作内容相同
政治思想工作同心理学具有相似的理论

和原则， 两者具有相同的研究内容。 政治思
想工作的知识和理论是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
逐步得到完善的， 在很多方面包含心理学的
知识， 其中的很多理论和原则是在总结人的
心理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 是同心理学知识

相契合的。 只有掌握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才
能使政治思想工作取得实效、落到实处。

（三）作用点相同
政治思想工作与心理学具有相同的作用

形式和实施效果， 也具有相同的作用点，两
者都是通过外界活动和社会环境对个体发生
作用的。 政治思想工作所采用的方式和手段
也都是通过人的自我净化来实现的， 因此政
治思想工作中的自我净化与心理学中的自我
调节具有共同作用点， 都是通过自我强化来
起作用的。

二、 掌握心理学知识对开展政治思想工
作的重要性

（一）增强工作的敏感性
人是政治思想工作开展的对象， 因此人

的心理活动是政治思想工作者所要研究的重
要内容。 人们在接受政治思想教育的过程
中， 必然会暴露自己的心理状态。 而学习心
理学知识可以增强工作的敏感性， 帮助政治
思想工作者及时察觉人的心理情绪波动，并
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增强工作的预见性
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意义不在于在发现

问题之后推动问题的解决， 而是要做到对问
题的防控， 从而避免问题的发生。 人们心理
状态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并且会通过
行为、 语言和情感表现出来。 运用心理学知
识来实现对人的观察、分析和了解，可以通过
人们的外在表现察觉其心理动机， 进而了解
其思想状态， 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思想
工作，使政治思想工作者获得工作主动权。

（三）提高工作的科学性
在长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中，广

大政治思想工作者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
论体系和政策方针， 其符合心理学基本原理
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经验表明， 只有运
用心理学基本知识， 使政治思想工作符合人
们的心理状态， 才能使政治思想工作更加具
有针对性和科学性。

三、 运用心理学知识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的途径

（一）转变工作观念
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必须紧跟时代的步

伐，不断进行工作观念的更新。 随着经济和
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
强。 为此，政治思想工作应当树立以下观念：

首先是树立尊重的观念。 在心理学理论中，
人的观念是不同的， 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
重、关心和理解。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一
味地进行批评和指责，应关心受教育者面临
的实际问题，并推动问题的解决，否则就会
引起人的逆反情绪， 导致干群关系的紧张，
从而对工作的开展产生较大影响。其次是树
立服务观念。 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变革，
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了新的变化。 在新时期，
政治思想工作者应当树立服务观念，结合具
体情况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使政治思想工作
取得实效。

（二）创新工作方法
政治思想工作者要把握受教育者的思

想特点， 并不断改进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
首先，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工作方
式和工作方法；其次，政治思想工作应当实
现从被动教育向主动教育和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约束和自我提高的方向转
变；再次，要以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为载体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最后，将政治
思想工作同经济杠杆、行政监督和法律约束
相结合，使政治思想工作发挥最大效果。

浅论心理学对于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岳阳市二人民医院 卢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