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大声朗读有助增强记忆。

研究招募 96 名志愿者测试比较 4
种记忆书面信息的方法， 包括默读、大
声朗读、听他人朗读以及听自己朗读的

录音，结果显示，自己大声朗读记忆效
果最佳。

研究人员表示， 这是一种“生产效
应”，读和听的双重行为对记忆影响最佳。

据《医药养生保健报》徐安平

大声朗读有助增强记忆

好锅应该这样选
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第三部开播，山东章丘铁锅

意外走红，销量暴增。 一口好锅对食物口感起到了很关
键的作用，我们该如何选择一口好锅呢？

铁锅是目前最安全的锅 在炒菜、 煮食过程中，铁
锅不会有溶出物， 不存在脱落问题， 即使有铁物质溶
出，对人体吸收也是有好处的。 铁锅容易生锈，不宜盛
食物过夜。 同时，尽量不要用铁锅煮汤，以免铁锅表面
保护其不生锈的食油层消失。

尽量不要使用铝制餐具 铝锅的特性是热分布优
良，且锅体较轻。 但使用不当铝会大量溶出，长期食铝
过多，会加速人体衰老。 铝锅不宜用于高温煎炒，高温
或者金属铲在炒菜时与铝锅碰撞、 摩擦都有可能使铝
成分释放出来。 此外，铝锅也不能装强酸强碱的菜肴，
如腌制食品。

砂锅不宜盛装酸性食物 砂锅的瓷釉中含有少量
铅，所以，新买的砂锅，最好先用 4%食醋水浸泡煮沸。砂
锅内壁有色彩的，不宜存放酒、醋及酸性饮料和食物。

不锈钢锅不宜长时间盛盐 不锈钢并非完全不会
生锈，若长期接触酸、碱类物质，也会起化学反应。 因
此， 不锈钢食具容器不宜长时间盛放盐、 酱油、 菜汤
等。 据《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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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主任钟南山院士指出当前流行的乙型流感病
毒有了一些变异。 并表示，3月可能会有新一波
的流感袭来，呼吁做好防范措施。 初春时节，医
生提醒家有小孩的家庭要提前预防， 才不会让
流感有可乘之机。

鼓励定期接种流感疫苗
据了解， 根据病毒的核蛋白， 流感可分为

A、B、C、D 四个主要抗原型，或叫甲、乙、丙、丁
型。 从 2017年年底到 2018 年年初增加的流感
病例中，B 型 （主要有两种亚型：Victoria 型和
Yamagata 型）占了很大比例，其中 Yamagata 型
明显增多。目前国内供应的 3价流感疫苗，并没
有覆盖 Yamagata 这一病毒亚型，因而未能对这
波流感起到预防作用。

上述情况不免让很多家长产生疑惑： 是否
还有必要接种 3价疫苗？对此专家表示，虽然接

种 3 价疫苗未能获得 B 型(Yamagata)这一病毒
亚型的免疫作用，但其依旧含有对其他类型的
流感病毒免疫效果。 家长带孩子前往相关医院
接种后，能够降低感染流感的风险，而且效果能
持续多年。 与此同时，由于流感病毒易变异，流
感疫苗需每年接种才能获得有效保护。 今后推
出的 4价疫苗，会包含一些新的流感流行株，因
此建议每年定期接种。

此外需要提醒的是， 对于已经有轻微咳嗽
和流鼻涕症状、免疫力下降的孩子，需要等到身
体恢复健康时再接种疫苗。

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众所周知， 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飞沫和接触传播。
健康人群患上流感后， 症状包括突发高热、咳
嗽、咽喉痛，常伴有肌肉痛、头疼、关节痛等，一
般会在 1-2周内自行康复。 而孩子的自我防护
意识相对较弱，同时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善，更

容易“中招”。除了接种疫苗，在日常生活中也要
多加防护。

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勤洗手的良好习惯，
所处室内也要加强通风。在流感流行季节，尽量
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 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患
者；出现流感样症状后，要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
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遮住
口鼻， 咳嗽或打喷嚏后洗手， 尽量避免触摸眼
睛、鼻或口。 家庭成员出现流感症状时，要尽量
避免相互接触。

如果孩子一旦有高烧、肌肉酸痛等症状，要
及时前往医院治疗。 前往医院时， 建议戴上口
罩，避免交叉感染，加重症状。流感会对肌肉、心
脏、大脑等产生一定的损伤，自己不能判断、不
能识别时，还是要寻求专业医生的指导。而对于
普通感冒，如没有发高烧、头痛、肌肉酸痛的情
况，可以先在家服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

据《信息时报》梁诗柳

揉眼睛时“迷之图纹”是什么
微科普

当你压 住
眼睛揉一揉，就
可以看到模糊
的颜色，旋转的
视觉效果，有时
还能看到黑白
的棋盘，这背后
的科学原理又
是什么呢 ？ 通
常，我们能看到
这个世界，是因
为视网膜神经

节细胞从光感受器细胞接收信息，这些细胞是由进入眼睛的光引起刺激的。然而，
也有可能通过施加压力而激活视网膜细胞。 因为这种细胞完全无法区分刺激，导
致中枢神经系统也会像接收到光线一样来感知压力。 蝌蚪五线谱

下楼脚尖先着地
保护膝关节
一项研究显示，下楼梯时膝关节

的负重是体重的 3-4倍。 对于膝关节
已经产生退行性老化的中老年人来
说，由于腿部肌肉力量不足，有时下
楼梯会比上楼梯给膝关节带来的冲
击力更大。 让脚尖先着地，使足弓受
一部分的力， 可以加大缓冲距离，对
膝关节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另外，
为了减少对膝关节的伤害，下楼梯时
也可以侧着身子， 双手扶着楼梯扶
手。

需要提醒的是，中老年人最好不
要采取爬楼梯的方式来锻炼，以减少
对膝关节的损伤。 另外，力量锻炼也
很有必要，缺乏力量练习会使肌肉萎
缩，减弱自我保护能力。 增加股四头
肌的力量可以缓解运动对膝关节的
损伤。 最简单的方法是，平躺时伸直
双腿轮流抬起， 每次抬腿时保持 3-5
秒，一组可做 15-20 个，每天做 2-3
组为宜。 据《大众卫生报》郭玉萍

有些黑眼圈
并非睡眠不足
细心的人平时会留意观察到自

己的眼圈发黑。 如果有下面的情况，
需赶快到医院检查。

状况一 如果发现从内眼角向下
方约呈 45 度的棕褐色或浅灰色月弯
形条状，年轻时不明显，到中老年时
期开始走向外上方一直达到外眼角，
呈完整半圆形，约数毫米。 这类的眼
圈发黑，一般是随着年龄及身体健康
状态的变化而形成， 多因患严重失
眠、贫血或某些妇女病。

状况二 眼周充血，眼周发黑。 这
类的眼圈发黑，如动脉硬化、更年期、
大病后体质较差时，都会造成眼周充
血，进而瘀血，也会使得眼周变黑。

提醒 绝大部分健康人都可能有
不同程度的眼圈发黑，并不算病态，只
要平时注意充足的睡眠及适当的营
养，多吃些果蔬及维生素 C 含量丰富
的食物，必要时做些眼部的保健按摩、
温敷等即可。 据《现代保健报》青牛

提个醒儿

探索发现

居家锦囊

湖南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 1515班 蔡孟伟

数学知识在高中物理解题中的应用

数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物理是建立在
数学基础之上的学科，数学学习的好坏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物理解题效率。 我们在
学习中应认真观察，找到数学和物理的相通
之处， 在物理解题中灵活运用数学知识，保
证解题效率。

一、物理与数学的相通之处
物理与数学同属于理科范畴，具有较强

的逻辑性和严谨性， 同时也有一些相通之
处， 这是二者进行联系和结合的关键所在。
具体如下：

1.物理同数学一样，对于学生的抽象思
维、空间思维要求较高。 二者都涉及到很多
公式和定理，要求学生要具备较强的问题分
析和理解能力。 由此可见，数学和物理这两
门学科在学习方式和学习要求以及知识构
成方面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2. 数学主要讲的是对于问题和定理
的证明和计算 ，而物理是建立在此基础
上的，需要对于实际问题进行推论和验
证 。 在解题方面，二者都需要绘制公式
和图形 ，需要利用现有的观点和理论来
求证某一种新的观点。

所以说， 在高中物理解题的过程中完
全可以应用到数学知识， 学生应灵活运用
数学知识，寻找合适的解题方法，全面提高
物理解题质量，强化学习效率。

二、数学知识在高中物理解题中的应用
分析

1.运用函数解决物理问题
函数在数学中十分重要， 其作为极具

代表性的数学知识在物理解题中也可以应
用到。

例题：小红和小明两个人从学校和图书馆
两个地方相向而行，小明比小红早出发 6分钟，
当二人途中同时见面时，小明再多行 110m，见
面后速度相同，共同前行，小红到达图书馆需
要 7分钟，小明达到学校需要 10分钟，那么二
人的速度分别是多少？ 两地相距多远？

这道题如果直接利用物理知识很难解
决，不容易理解，但是如果尝试利用数学函
数知识就可以很快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列方
程，采用换元法轻松得出答案。 如下：

假设二人见面时所在地距离学校为 x，
那 么 ， 小 明 共 走 =x+110， 小 红 速 度
=x+110/7、 小 明 速 度 =x/10； 可 得
x/x+110/7=x+110/x/9-6， 对其进行简化就
可 以 得 到 另 外 一 个 方 程 7x/x+110-9
（x+110）/x+6=0；那么，设 y=x/x+110，就可
以得到公式 7y2+6y-10=0。 最后对方程求
解，问题轻松解决。

2.运用几何解决物理问题
高中物理中的变力问题、磁场问题等都

可以利用数学几何进行分析求解，其中数学

中的三角形原理以及数形结合等思想都可
以灵活运用。 包括难度比较高一点的电学问
题和力学问题也可以用数学中“圆的知识”
来解答，有助于提高解题效率。

3.运用方程解决物理问题
例如在解决力学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用

方程来解答。 如下：
例题：一架飞机在高空飞行，由于受到

气流影响， 导致以每秒 150 米时速下降，下
降过程中机上人员受到了伤害。 若只针对直
升机垂直运动进行分析，并设定直升机运动
为“匀变速直线运动”，那么直升机垂直方向
产生加速度为多少？ 直升机的方向是怎样变
化的？ 如果机上人员没有佩戴安全带，那么
在直升飞机中做怎样的运动，乘机人员更容
易受伤呢？

对于这道问题的解答，第一步就是要认
真阅读题目内容，审题完毕之后可以发现题
目中的两个问题都给出了既定的已知数，那
么就可以利用公式来求解未知数。 这种题目
的设定和数学中的方程思想不谋而合，因此
利用方程来进行解答最为简便。

4.运用极值法解决物理问题
极值法在物理解题中的运用需要用到

物理模型，通过模型与数学极值知识的结合
运用实现题目的解答。 在高中物理解题中比
较常用的极值法有二次函数极值计算、三角

函数极值计算以及一元二次方程的判别式
法等几种。

例题： 小明手握没有弹力的软绳站在水
平地面上，绳子的另一端系有一个小球，质量
为 m。随后小明开始甩动手中的绳子，让小球
在水平面内做圆周运动。 已知小明的手和地
面之间的距离为 d，重力加速度为 g，若改变
绳长 l（且 l>d），绳的最大承受力为 3mg，手的
位置始终不变， 当小球运动到最低点的时候
绳子突然断掉，要使球飞行的水平距离最大，
那么绳长和最大水平距离分别是多少？

对于这道题目的解析可以应用极值法：
设小球在最低点时速度为 v， 绳的最大拉力
为 T，据牛顿第二定律：

T-mg=mv2l；T=3mg，则 v=2gl�
因 绳 断 后 ， 小 球 做 平 抛 运 动 ， 则

d-l=12gt2；x=vt；x=2l（d-l）
据均值法， 要使 x 最大， 应有：l=d-l；

l=d2� 故 xm=2l�
由此可见，对于物理定义来说，数学理

论是最精确、最简洁的语言。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物理和数学之间有着密切的

联系，很多物理题目都可以利用数学知识来
解决，作为一名高中生，要学会灵活运用数
学知识，争取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物理解题能
力，不断强化物理水平。

家长要做足流感预防功课
初 春 时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