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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乘坐高铁时， 不禁会问：
时速超过 300 公里的高铁上，为什么没
有配备安全带呢？ 是单单我国高铁如此
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全世界的高
铁都没有安全带。 那么，速度如此之快、
体积如此之大的高铁，为什么不配备安
全带呢？

首先，我国高铁对列车的稳定性有
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和控制。 从实际体验
看，高铁启动的动静非常小，如果乘客
在聊天、闭目养神，没有留意到窗外风
景的变化，有很大概率是不会感受到高
铁的启动。 此外，列车在高速行驶中，同
样也是非常稳定的。 有不少乘客都曾在
时速超过 350 公里每小时的高铁上做
过立硬币、搭积木等稳定性测试。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一个重
要原因是因为高铁的运转和行驶靠的
是无砟式轨道。 无砟式轨道背后是当今
世界最先进的轨道技术。 无砟式轨道采
用混凝土、 沥青混合料作为整体基础，
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飞溅道砟，且平顺
性好，稳定性高，使用寿命长，能支持速
度高达 350 公里每小时的列车行驶。 同

时，无砟轨道本身较为平直，弯道半径
很大，基本没有小弯道，这就能够保障
列车能基本沿着直线前行，没有大的横
向或是纵向震动。 另外，由于高铁速度
快，设计者会在时间和区间上进行科学
精准的计划和控制，保证高铁列车不会
出现紧急制动。 因此，即便是在短时加
速或是高速行驶中，乘客们也能在车厢
里来回走动， 不必采用安全带进行固
定。

其次，高铁的稳定还得益于我国高
铁的车身及座椅设计。 与传统的火车相
比，高铁车身设计更加现代化，更加富
有科技感，这因为其采用的是流线型设
计。 将车头和车身从过去方方正正的大
块头变成修长帅气的“子弹头”，这不仅
让高铁列车的颜值更高，更主要的是考
虑到了不同的气动效应。 因为在高速列
车的运行当中，第一点要考虑的是阻力
问题，当它的速度达到 350、380 公里每
小时的时候， 普通的机械阻力是次要
的，最主要的是气动阻力，必须要考虑
如何降低阻力。 另外，与头型的设计和
车辆安全性相关的指标，就是尾车的升

力如果设计不好，会使列车漂浮，成为
导致不安全的因素。

另外，高铁列车上的座椅普遍采用
的是“防撞”安全座椅，运用了人体工程
学等原理， 能够保证在发生碰撞时，座
椅能迅速及时溃缩变形，有效保障乘客
头部、腿部等重要部位不被卡住。 这就
能使乘客在事故发生后，可以第一时间
进行逃生。 普通安全带的一个重要作用
是将乘客固定，防止其被甩出车厢。 而
对于车厢较大、车身和车窗坚固的高铁
来讲， 乘客被甩出车厢的概率非常之
低。 因此，在“防撞”安全座椅的保护下，
让乘客在碰撞发生后，能够第一时间撤
离才是高铁设计者的第一选择。 欧洲铁
路安全与标准委员会通过大量调查发
现，在动车发生重大事故时，乘客被束
缚在座椅上受伤的几率更大，主要是因
为被安全带束缚在座椅上的乘客，更容
易受到车厢结构坍塌所造成的伤害，因
为他们无法进行有效躲避。 从这一角度
看，高铁列车上使用安全带，已经是弊
大于利。

吴海燕

为何高铁没有安全带？

诗词中的养生之道

图吧

许多蝴蝶和蛾类的成虫有着能弯曲、伸长的喙，适宜伸进花
朵底部吸食花蜜。 研究人员通过 ＤＮＡ（脱氧核糖核酸）差异推
演进化历程，认为鳞翅目昆虫出现的时间比开花植物早得多。原
始昆虫为了适应当时炎热干燥的气候而进化出了虹吸式的喙，
便于有效摄入液体、补充迅速流失的水分。它们起初可能靠吮吸
水滴和破损叶片的渗出物生存。 据科普中国网

先有蝴蝶还是先有花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
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 初似饮醇
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
一念无。 旷然忘所在， 心与虚空
俱。 ”

———唐白居易《负冬日》
冬日暖阳之下，白居易闭目养

神，心无杂念，怡然自得。白居易这
首诗中体现的养生观，深合中医四
时养生之道。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四
季的气候和阴阳变化有特定的规
律。 中医认为，人顺应自然规律行
事方可体态安康， 是为“天人相
应”。《黄帝内经》提出了顺应四时
的具体养生措施：“（春三月） 夜卧
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行，以使志

生”；“（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
日，使志无怒”；“（秋三月）早卧早
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冬三
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

当今社会， 生活节奏过于紧
张， 大部分人没有时间严格按照
《黄帝内经》 中具体的四时养生措
施养生。比如冬三月“早卧晚起，必
待日光”， 对现代人来说简直就是
一种奢求。 即便如此，我们也需要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关注季节
变化，注意五脏应时。方便的时候，
偷得浮生半日闲， 也像白居易那
样， 在冬日的暖阳下晒晒太阳，抛
却一切杂念，感受“负暄闭目坐，和
气生肌肤”的惬意，也算是一种诗
意的应时养生。 黄新生

天人相应适四时

很多人都认为，肩部疼痛，活动不
利就是肩周炎。 然而事实上，临床中有
很多肩关节损伤跟肩周炎相差甚远，比
如，肩袖损伤、盂唇损伤等疾病，越锻
炼，也许就会越严重。

冻结肩是可以锻炼好的狭义肩周
炎。当气候变化或劳累后疼痛加重，且昼
轻夜重，不能向患侧侧卧；肩关节向各个
方向的活动均可受限， 尤其以外展、上
举、内外旋更为明显，梳头、穿衣、洗脸、
叉腰等动作均难以完成。 这种情况可能
就是冻结肩，可以用推拿配上理疗，并且
做操锻炼。

而不能锻炼好的“肩周炎”，可能就
是肩袖损伤。 肩袖损伤是肩关节最常见
的软组织损伤。肩袖一旦损伤，就需要制
动，严禁锻炼了。 因为肩袖有一定张力，
如果肩袖损伤导致一个小裂口， 由于持
续的张力，这个小裂口很难自愈，而在这
种情况下，仍然坚持肩关节的拉伸锻炼，
势必造成撕裂口越来越大， 最终会导致
巨大或难修复性肩袖撕裂。

不过，肩关节疾病也远不止这两种，
所以对于非冻结肩的患者， 建议到医院
请医生检查来确诊。 肩关节疼痛或功能
受限，超过 1 个月没有好转，或反而加重
者，应及时去医院检查。

付国兵

健康

“肩周炎”
锻炼要当心

芦根粉葛猪肉汤
材料：新鲜芦根 100 克，鲜粉葛 250

克，绿豆 100 克，瘦猪肉 100 克，陈皮 1
块，盐适量。

方法 ：瓦煲内加入适量清水，先用
猛火煲至水滚， 然后放入以上全部材
料，候水再滚起，改用中火继续煲 2 小
时，加盐即可。

功效：清热生津、养中健胃。 适合一
家大小日常饮用。

赤小豆云苓鲫鱼汤
材料：云苓 50 克，赤小豆 50 克，鲫

鱼 1 条，陈皮 1 块，盐少许。
方法：鲫鱼洗净，煎香两面备用；将

赤小豆、云苓、陈皮分别洗净放入瓦煲
内，加入适量清水，先用猛火煲至水滚，
然后加入鲫鱼，改中火继续煲 1.5 小时，
加盐即可。

功效：清热、祛湿、健脾。 适用于精
神困倦、口黏、身重、痰多、小便不利等。

雪梨响螺汤
材料：雪梨 2 个，银耳 15 克，响螺 1

只，猪展肉 150 克，陈皮 1 块，盐少许。
方法 ： 将银耳用清水浸透发开洗

净；响螺去壳取肉洗净；雪梨去核切块；
陈皮、猪展肉分别洗净；瓦煲内加入适
量清水，先用猛火煲至水滚，然后放入
上述材料，中火继续煲 1.5 小时，加盐即
可。

功效：清热降火、滋阴生津。 尤其适
合经常虚火发炎， 容易出现口腔溃疡、
口干、口渴等人群。

张华

膳食

三款汤解油腻

盖着厚厚的棉被， 被窝里的温度会升高，
让机体代谢更旺盛，能量消耗大大增加，汗液
也增多，使人烦躁不安、有压迫感，睡醒后更觉
得浑身疲劳、困倦无力、头昏脑胀。 另外，厚棉
被容易积攒灰尘，刺激呼吸道黏膜，加重哮喘
和慢阻肺症状或使其复发。

被子的保暖性并不取决于厚度，而是被芯
的材质。 如相同规格的羽绒被，其重量比棉被
轻一半左右，但保暖性更好。 从轻薄、保暖、透
气等方面综合考虑，羽绒被和羊毛被最适合冬
天盖。棉被虽然经济实惠，但需要较多棉花，重
量大。 羽绒被保暖性、吸湿性、透汗性较佳，重
量轻，不会对人体造成压迫感，适合高血压、心
脏病、血液循环差的患者，以及老人、孕妇、儿
童等特殊人群。羊毛被经久耐用，保暖性能好，
且重量轻，适合风湿病和行动不便的老人。 现
在还有一种纤维被，虽然手感好、蓬松、保暖，
但吸湿性差，不适合过敏体质者使用。

张卓伯

《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16）》推荐，
7～11 岁儿童每天吃蛋类 25～40 克，11～14
岁儿童吃 40～50 克，14～17 岁吃 50 克。

有的家长每天给孩子吃 3 个鸡蛋，这样的
话，鸡蛋的摄入量大概在 120～180 克，孩子通
过吃鸡蛋可以摄入很多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
物质， 但是孩子吃别的食物的量可能就会下
降，这样不符合饮食多样化的原则。

此外， 吃 3 个鸡蛋摄入的胆固醇含量在
702～878 毫克之间，虽然现在已经不再限制胆
固醇的摄入量，但是胆固醇摄入过多确实可引
起冠心病、高血脂等疾病，因此还是要注意一
下胆固醇的摄入量。

推荐多用蒸、煮，少用煎炒烹炸，煎鸡蛋的
吸油率在 45%左右，长期吃煎鸡蛋会导致摄入
油脂过多，引起肥胖及其他疾病。

马冠生

孩子吃鸡蛋不可贪多

育儿

居家

被子不是越厚越暖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