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能“听”到声音
根据一项最新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

来说，花朵们能“听见”声音。科学家们发
现，植物确实能听到蜜蜂的嗡嗡声，然后
产生更甜的花蜜来吸引昆虫。 从技术的
角度来说，花朵就是它们的“耳朵”。在植
物感知到蜜蜂翅膀挥动产生的声波穿过
其花瓣的几分钟内， 植物花蜜中的糖分
浓度平均增加了 20%。 这些花儿似乎甚
至能屏蔽不相关的背景噪音，比如风声。
这种能力或许能给一些植物带来进化的
优势，使它们的花粉能传播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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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中的养生之道

做家务也能锻炼身体

“马上要高考，我们孩子是不是应该
吸点氧？ 高压氧效果是不是更好？ ”又到
高考季， 很多家长向医生咨询考生需不
需要吸氧。 高压氧医学科专家就家长关
心的问题，一一给出了解答。

问题一：高考生都需要做高压氧吗？
答： 我们曾发放过关于高考生与高

压氧的调查问卷， 其中 75%的高压氧专
业人士认为，只需要给那些脑疲劳、亚健
康症状的高考生做高压氧治疗。

问题二：高考生为什么会脑疲劳？
答： 导致高考生脑疲劳的直接原因

就是脑缺氧。 脑疲劳其实是一种亚健康
状态，症状包括夜间睡眠少、不易入睡、
多梦、易惊醒、醒后难以入睡、头晕、注意
力不集中、 反应变慢、 记忆力及食欲下
降、易激动等。脑耗氧量占人体总耗氧量
的 20%~30%，因此脑组织对缺氧的耐受
能力最低，易出现相应症状。

问题三：高压氧能缓解考前疲劳吗？

答： 据此前关于高压氧治疗考生脑
疲劳的多个研究显示， 在参与其中研究
的高考生中，最早从考前 20 天，最晚从
考前 3 天开始治疗。 与没有治疗的同学
相比， 大多数考生反映入睡好、 精力集
中、头脑清晰。高压氧治疗时血氧含量可
增加 10 余倍，有利于改善脑功能。 需要
提醒家长的是，虽然有帮助，但是不能只
靠高压氧来缓解脑疲劳， 考生还要适当
进行体育锻炼，注意劳逸结合。

问题四：高压氧能提高考试成绩吗？
答： 目前国内外都没有研究明确指

出高压氧能否提高高考成绩。
问题五：高考生没有时间做高压氧，

能用家庭制氧机替代吗？
答：多项国外研究发现，吸氧浓度达

30%可激活脑的多个区域。我们建议如果
有家用制氧机， 可在考生感到疲劳时及
睡前吸半小时氧，以缓解脑疲劳、促进睡
眠。

问题六： 常规高压氧治疗会出现氧
中毒和减压病吗？

答：不少人担心高压氧的副作用，提
到最多的就是减压病和氧中毒。 常规治
疗压力为 2 个大气压（即增加 1 个大气
压）， 根据生理学家何尔登提出的理论，
从 2 个大气压减到正常， 理论上不会出
现减压病。至于氧中毒，根据计算肺型氧
中毒剂量的方法， 常规治疗方案在理论
上也不会出现氧中毒。

问题七： 高考生治疗方案和其他病
人有区别吗？

答： 目前高考生主要还是和其他病
人一起做治疗。 我们不建议所有高考生
都进行高压氧治疗， 但如果考生出现缺
氧、脑疲劳、亚健康的症状，尤其是经普
通吸氧不能缓解，可以考虑高压氧治疗。
治疗前要由高压氧专业人士评估， 排除
不适合的情况。

摘自《健康报》

近日，2019 年世
界园艺博览会在北京
盛大开幕。 在展会期
间向游客展示了 300
多种中国特有及珍稀
濒危植物， 其中绿绒
蒿成为了人们关注的
焦点。

绿绒蒿是一种非
常珍贵的植物，有“高

原牡丹”之称。 在我国，绿绒蒿多集中分布于滇西北海拔 3000~5000 米
的雪山草甸，高山灌丛、流石滩，少数种类在滇中、滇东北的亚高山地
带。 由于绿绒蒿生长环境特殊，大部分地区的人很难看到它的美丽，因
此它也有“稀世之花”的美誉，每年都有很多的冒险家登高寻险，只为了
看这抹动人心魄的颜色。 张禹娆

按摩与导引，虽善亦多事。 不如扫地
法，延年直差易。

———宋 陆游·冬日斋中即事
陆游是宋代著名爱国诗人， 他的诗

作涉及了多方面的养生观念，包括运动、
饮食、心境等，这首诗就是说的运动与养
生的关系。 陆游一向把整理书籍、扫地抹
桌当作锻炼身体的活动， 他在闲居乡村
时， 经常从事一些拾柴、 割草的体力劳
动，年事渐高后，就做些养鸡、养猪的活
计，不让自己闲着，总是要活动筋骨。 陆
游还喜欢登山，他在《看镜》中写道：“乘
除尚喜身强健，六十登山不用扶。 ”此类
运动不仅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活动筋骨，
还能陶冶情操， 舒缓心情， 使其获益匪
浅。

中医认为， 人体是一个由阴阳运动
状态组合的整体， 生命的历程是阴阳运
动的动态过程。 古人曰：“动则不衰。 ”就
是说，只有活动起来，才能很好地保养生
命， 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 现代医学证
明， 多种多样的运动锻炼及家务等体力
劳动可以加快血液流动， 有效促进身体
内部的新陈代谢，不仅可以使肌肉发达，
而且还能增强体质，强化人体各种机能，
有效延缓各器官的衰老进程。 目前，流传
于世而又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有很多，
比如跑步、打太极拳、按摩、游泳、武术、
乒乓球、羽毛球等。 这些运动可以全面、
系统地锻炼身体， 其养生益寿作用为世
人所公认， 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和
爱好进行选择。 王源源

儿童吹泡泡对健康有益
吹泡泡是很多孩子童年的快乐回忆，而吹泡泡不仅是个玩耍方式，还有许

多健康好处。
吹泡泡能锻炼幼儿口腔肌肉发展，尤其是下唇控制能力，有助于他们的语

言能力发展。一呼一吸交替，需要孩子呼吸调和，有些孩子为了能吹出大泡泡，
需屏气做长吹气，无形中锻炼了肺活量。 吹出的泡泡一碰就破，或任凭其在眼
前消失不见，像变魔法一样，还可丰富孩子的想象力，让孩子更加懂得欣赏美
丽。

建议家长多让孩子玩“吹泡泡”，若年龄太小无法自己操作，家长可做演
示，让宝宝观看。 当宝宝长大一些后，可不断更新方式，比如试着去够气泡、追
气泡等。 敏稳

生活中，很多人不在意梳头这件小事。
其实，正确梳头对健康和美发都很有帮助。

不要一梳到底 有些女性头发比较长，
通常都是从上到下一梳到底。 这种方式很
容易导致头发被拉扯断或者掉发。 正确做
法是先用手握住一截头发， 然后从头发的
中间部位慢慢梳向发尾， 梳顺以后再从发
根开始梳，依次慢慢进行。

梳梳头皮 梳头皮能起到按摩作用，可
使头部经络气血通畅。 梳头皮还能去除浮
皮、皮脂上的汗腺分泌物、微生物，对于保
持头部清洁以及促进皮脂分泌有很好的作
用。

头发干了再梳 洗头时， 发丝膨胀，变
大变软， 平时附着在毛鳞片上起润滑保护
作用的油脂也都被洗去了。 这个时候梳头，
发丝间摩擦增大， 毛鳞片就容易张开、翘
起，继而受损。 因此，一定要在彻底晾干后
再梳头。

不要不分前后随手梳 梳头应当从前
额梳起，不论梳中间还是两侧，都应当经过
前发际线，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这样才
能有效疏通经络。

摘自《中国妇女报》

这样梳头才健康

玩手机也能导致全球变暖
加拿大一项研究表明， 智能手机等信息通信技术产品是全球变暖的推手

之一。如果直接理解为手机致使全球变暖其实有点夸大其词，准确的来说应该
是，智能手机确实是碳排放的新晋来源之一。

有专家表示智能手机使用过程中所造成的碳排放问题， 未来可以依靠风
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进行缓解。 但是相比使用环节，手机在生产和报废过程
中的碳排放量更需要引起重视。 如今手机使用寿命越来越短， 平均不过两三
年。 手机更换频率越来越高，但淘汰下来的旧手机缺乏专业的回收处理。 这不
仅会造成重金属等环境污染，而且手机塑料外壳和塑料制品在降解过程中，会
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无形中又增加了碳排放。

元彬

绿绒蒿惊艳世园会

进入二季度以来， 大盘持续震荡，上
证综指跌破 3000 点， 在 2900 点附近盘
桓。 而消费类板块今年以来走势强劲，涨
幅大幅跑赢大盘， 成为机构布局的重点。
据悉中银基金旗下新基金———中银消费
活力混合基金目前发行已近尾声。

面对当下的振荡行情， 中银基金认
为，尽管市场估值整体已有一定程度的修
复。 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将增厚企
业净利润，社融持续放量也有助于提振市
场信心，因此投资者仍然可维持对 A 股的
乐观态度。

陈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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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消费
活力基金发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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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心土鸡蛋
更有营养价值？
流言：土鸡蛋更健康，更有营养。 如

何识别土鸡蛋，最好的办法就是看蛋黄，
蛋黄呈红色的就是土鸡蛋。

真相： 鸡蛋黄的颜色来自饲料中的
色素，通常用玉米喂出来的鸡，蛋黄呈淡
黄色，用小麦、大米喂出来的鸡，蛋黄是
很浅的黄色。 散养鸡吃草和虫，会积累较
多叶黄素等色素， 导致蛋黄颜色深黄或
偏红。 为了调节蛋黄颜色，饲料里面可以
人为添加很多种东西， 比如天然的胡萝
卜素等。 红心蛋和普通鸡蛋营养价值并
没有什么区别。

摘自《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