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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的果实竟然是表皮的“小芝麻”

草莓是
蔷薇科草莓
属植物的泛
称 ， 包括超
过 30 个 品
种 ， 分布在
欧洲 、 亚洲
和美洲 。 很
多人误以为
草莓上的黑
点 是 种 子 ，
整个红红的

草莓是果实。 其实，我们平时吃的红红的果肉部分是由花托发育而来
的，被称为假果；那些黑点才是由子房发育而来的，被称为瘦果。 也就
是说，那些黑点才是草莓真正的果实，而草莓真正的种子，就隐藏在这
些小瘦果中。 周子毅

真相

按摩“徒手变小脸”？
最近一种瘦脸按摩手法在爱美人士

中流行开来，据介绍，其通过徒手按摩，
挤压脂肪，就能消除双下巴和水肿，调整
骨骼，缩小骨缝，变成“V 字小脸”。

真相：拍过 X 光片的人都看过自己
的骨骼， 片子上两根黑色的骨头之间是
透明的，好像是一个大大的缝隙。但这不
是骨缝，而是拍不出来的组织，有软骨、
韧带、半月板、脂肪等组织。 骨缝其实是
一个伪概念。依照人体发育的规律来说，
女生 16 岁之后，男生 18 岁之后，身体发
育就已经成熟，骨骼不会再生长，但也不
会出现骨缝。

头骨同样如此，除下颌骨、舌骨外，
其余骨骼或软骨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彼
此间不能活动， 所以， 颧骨能在整骨后

“推进去”是不可能的。 如果面部真的因
“整骨”变小，由于骨不会变化，肌肉和软
组织可能就会面临受伤的风险了。

摘自《科普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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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色彩的世界中，而
色彩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色彩与疾病 人在绿色环境中皮肤温度
可下降 1℃~2℃，心跳每分钟减少 1~2 次，呼
吸也会变慢； 高血压患者若常与蓝色打交
道，可解除紧张心理，使收缩压下降。

色彩与情绪 不同颜色所产生的不同生
理与心理效应，引起了运动学家的注意。 根
据巴西足球教练戈内的研究，红色为主动色
彩，可使人产生努力进取的精神，蓝色则为
被动色彩，有一定的镇静作用。 于是他让人
将更衣室刷成蓝色，以制造一种轻松、温柔
的气氛；当他做鼓动讲话时，则选择红色接
待室，创造一种振奋人心的环境，以激发运
动员的斗志和必胜信念。

色彩与减肥 红色环境增加人的食欲，
使人进食量增大而增胖；蓝色环境则可降低
人的食欲，减少进餐量。 肥胖者不妨将餐室
墙壁涂成蓝色， 或者放置几盆蓝色花草，可
有助于减肥。

杨祥

进入五月，湖南的春季已接近尾声，
但是夏季还没有真的来临， 冷空气和雨
水还不时来宣誓自己的“主权”，这时我
们常常在大街上看到有人穿着短袖吃着
雪糕，有人穿着外套却还冷得瑟瑟发抖。
为什么在同样的温度下，有人觉得冷，而
有人觉得热？

温度是如何被感受到的？
人类并不直接感受气温， 如果我们

感觉到冷， 实际上感觉到的是皮肤表面
的温度。 皮肤对温度的感知能力来自于
温度感受器，它存在于皮肤、粘膜、内脏
和下丘脑，是一类特殊的离子通道，响应
的温度范围包含了冷、凉爽、温暖、热四
种主要感受。

温度感受器根据其机能又分为冷感
受器和热感受器，也叫做冷点和热点。 冷
点是由克劳斯小体构成的，呈小柱结构，

位于皮肤浅层； 热点主要是由游离神经
末梢构成的， 呈网状分布在表皮颗粒层
毛囊根鞘周围。 冷感受器分布更广，约为
热感受器的 4~10 倍，位于人体皮肤更为
浅表的位置， 放电频率也远远高于热感
受器，因此，我们对于寒冷的刺激更加敏
感。

此外， 不同的人体部位测量到的皮
肤温度是不同的， 一般上半身的温度会
高于下半身。皮肤温度常在 15℃~42℃范
围内波动，通常头部温度高于胸和腰部，
胸腰部高于四肢，手、脚趾温度最低。 这
就是为什么温度低时常常会觉得脚尤其
冷的原因。

温度感受器除了感受温度之外，还
和痛觉有关。 遇到高温时，离子通道中特
定的几组会被激活，将信号传递到大脑，
所以温度过高会让我们感觉到痛。 温度

感受器同样也会影响味觉， 表现为我们
对不同的食物有着不同的温度偏好。

体感温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 假设个体间

的健康状况和活动量相同， 体感温度的
主要影响因素有两个： 体脂百分比和表
面积与质量比。

体脂百分比也称体脂率， 体脂率越
高，身体脂肪越多，身体储蓄的热量就越
多。 由于皮下和内脏脂肪多，身体各部位
肌肉含量少， 因此水分和血管也相应较
少。 而丰富的血管和水分有利于体内营
养物质和产热向全身送达。 脂肪组织含
水分少，血管分布少，不易传热，不利于
体内热量的散发，容易内热。

再来看表面积与质量比对体感温度
的影响。 体表面积与质量比越大，说明同
等体重下， 表面积越大。 皮肤表面积越

大，向外辐射的热量就越多，散热也就越
好。

除此之外， 基础代谢比较高的人需
要散发的热量比基础代谢低的人要多，
如果外界温度升高阻碍散热， 就更容易
让他们感受到热。 体重高的人，包括肥胖
者和肌肉量高的人， 基础代谢率都比较
大。 基础代谢率随着性别、年龄等不同而
有生理变动。 一般来说，男性的基础代谢
率高于女性，幼年高于成年；年龄越大，
代谢率越低。

有一些疾病性表现也可能影响体感
温度。 甲亢患者会分泌更多的甲状腺素，
这种激素对于人体温度调节有很大作
用，容易让人感到燥热。 处于更年期的人
由于激素分泌水平下降， 体温调节也会
受到影响。

摘自网易健康

绘画心理学在学生心理辅导工作中
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优势， 它的巧妙运用
能使心理辅导工作卓有成效。
一、 绘画心理学是建立良好咨访关系的
有效方式

相对生理的发育， 中小学生的心理
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当出现心理创伤或
有异常情绪及行为表现时， 常常无法很
好地描述自己的状态和感受。 若给孩子
一支笔、一张纸，让他花几分钟画一幅房
树人画或者随意画， 就能畅通老师与学
生之间的沟通渠道。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绘画是一种
图形表达，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心理世
界的“认知地图”。 心理辅导老师若能从
中读懂孩子的心里“画”，会让孩子找到
“知己”的感觉，也是建立良好咨访关系
的最有效方式。
二、绘画心理学是了解辅导对象现状、评
估辅导对象问题严重程度的有效手段。

绘画是儿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
方式，绘画中有画者的内在逻辑，蕴含着
孩子们的思想与行为， 是他们内心世界
的自然流露。

每个阶段的孩子在绘画中都会表现
出该年龄阶段的特点。 如何从细微处着
手，分析和解读孩子的画，是了解孩子心

理状态的重要方式。
孩子的画中常常会出现“房、树、人”

这三个元素。 孩子们在画“房、树、人”这
一主题的时候， 既能够反映出他的家庭
关系中的情况，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在家
庭中的地位， 又能够透露出孩子的成长
状态，交流能力和内心的想法等。 房子是
人们成长的场所，投射内心的安全感。 房
子巨大无比， 可能渴望亲情或是有难以
抑制的冲动。 像城堡一样的房子，代表了
自我保护意识。 如果房子外观丑陋、面目
可憎， 孩子可能把家看做束缚自由的牢
笼。 瓦片画得很仔细，追求细节和完美。
把楼梯画得特别长特别大， 孩子可能不
想回家，亲子关系有待改善。

树木： 树反映的是一个孩子的成长
状态，可以展现出孩子的生命力。 可以从
树干、树根、树冠、树枝和果实等方面来
解读孩子关于树的绘画内容。 树干的粗
细代表生命力的旺盛程度，过细的、像一
根线一样的树干， 往往代表在成长过程
中缺乏支持和支撑；树根象征安全感；树

叶是生命力的象征， 茂盛的树叶代表生
机勃勃，树叶稀少代表活力不足，没有任
何叶子的枯树代表生命的失落感。

人物：孩子经常画的那个人，在孩子
心目中有很重要的位置， 是孩子在对他
表达强烈的爱和依恋。 孩子为人物画的
细节（帽子、腰带、头饰、鞋子等）越多，表
明对那个人的关注程度越高， 感情越强
烈。 此外， 孩子很多时候画的就是他自
己， 就算画的是卡通人物， 其实也有他
“理想自我”的表达成分在里面。

孩子绘画时， 在色彩上也有着自己
的偏好。 偏爱暖色的孩子，比较活泼，热
情，精力充沛，表达积极情绪。 偏爱冷色
调则安静，思考，严谨。 只用一两种颜色
表示冷静，谦让，相对于群体交往，可能
更喜欢独处。 喜欢多种颜色搭配在一起
的孩子，开朗、乐观、人缘好，比较受欢
迎。
三、 绘画心理学可以作为智商测试的重
要辅助工具

图形与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发展有

关。 越复杂的图形代表孩子的理解和逻
辑思维能力发展越完善。 喜欢画三角形
的孩子， 一般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多比较强，头脑清醒，思路清晰，有很好
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喜欢画圆形的孩子，
凡事有一定的规划和设计， 善于掌控时
间， 合理安排， 喜欢按照事先的准备行
事， 他们多有很强的创造力和很丰富的
想象力； 喜欢画不规则曲线和圆形的孩
子，心胸比较开阔，心态比较平和，对环
境的适应能力很强，但有点玩世不恭；喜
欢画不定型但棱角分明图形的孩子，竞
争意识比较强，希望自己能够胜人一筹。
他们不断地为了目标而努力， 并且可以
做出巨大的付出和牺牲； 喜欢涂写对称
图形的孩子，做事比较小心谨慎，遵循一
定的计划和规则。
四、 绘画是给辅导对象进行对比评估的
有效心理档案凭证

绘画并非只针对某一个元素进行分
析，画面中出现的元素，对于孩子来说都
是有意义的。 对来访者的状态评估可以
通过前后的画来呈现， 并且可以为其保
存心理档案。

懂孩子的画，进入孩子的世界，有效
运用心理学知识， 综合分析绘画内容能
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贴近孩子。

浅谈绘画心理学
在中小学心理辅导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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