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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运动明明看起来很可
怕，却依然可以得到人们的青睐？ 在体
验过极限运动后，为什么我们的身心会
生发出“还想再玩一次”的欢愉感？ 由恐
惧过渡到愉悦， 我们的大脑经历了什
么？ 这种通过增强感官刺激来获得快乐
体验的感受，出现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追寻感官体验
寻求不同的感官体验是人的性格

特质之一， 人们通常更乐于寻求多样、
新奇、强烈的生理体验。 人体的感觉器
官包括眼、耳、鼻、舌、皮肤，这些人体的
感受器可以帮助我们捕获外界的不同

变化， 当外界的刺激超
过我们感官在日常生活
中正常接触的范围时，
感受器会以较强的神经
信号传入各级脑中枢，
进而使我们产生强烈的
感官体验。

大脑内啡肽的分泌
当我们在安全情境下经历逃离反应

后，大脑会分泌快乐物质。这里的快乐物
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内啡肽，另一种是
多巴胺。体验过过山车后，大部分人会感
觉更兴奋，并想要再玩一次，这就是内啡
肽水平升高的结果， 内啡肽是由脑下垂
体和脊椎动物的丘脑下部所分泌的氨基
化合物，它能与吗啡受体结合，产生止痛
效果。

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它能
帮助人们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 多巴
胺的水平可以解释人们对强烈生理体
验享受程度的差异， 多巴胺水平高的
人，会产生更多的兴奋感。

寻求恐惧感
明知恐怖片很可怕，但仍然忍不住

要去看，极限运动所带来的体验就像看
恐怖片一样，我们可以体验到恐惧并在
恐惧中享受快乐。 在面临恐惧时，我们
肾上腺素的分泌会呈现出增多状态，随
之而来的心跳、呼吸会变得更快，这些
刺激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兴奋，并进一步
让我们体验到愉悦。

良性受虐带来的刺激感
心理学家创造了“良性受虐”的概

念， 有些人会通过情绪和感觉的起伏，
比如不停吃辣、看恐怖片、蹦极跳伞等
产生的阵痛感，来获取精神上的愉悦感
受。 要保持这种良性的关键因素，就是
你知道你所体验环境不会真的伤害到
你，从而享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然，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游乐园里
的过山车，就像并非所有人都向往看恐怖
片一样，但体验过的人往往会有同样的感
觉，那就是希望通过挑战更多的极限来获
取更多心情上的愉悦。 网易健康

为什么极限运动可以带来快乐？

解惑

手机是如何
计算步数的

现在的智能手机普遍配备了陀螺
仪、 重力感应器、 加速度传感器等传感
器， 这些传感器在手机发生移动的时候
会收集数据传给手机上的操作系统进行
分析。

其中， 陀螺仪可以测量出手机的角
度，经过一系列机器的计算，可以检测到
人体重心的偏移方向。因为当我们在行走
的时候，手中握着的手机，或者放在口袋
中的手机是会随着人体运动不断出现角
度偏移的，当手机中的陀螺仪检测到不间
断性而且有变化规律的角度偏移时，系统
就会开始判断用户是否正在走路。

那么， 加速度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
呢？当我们走路时，都会产生一个比较稳
定的非匀速加速度， 这与骑车时相对稳
定的加速度几乎完全不同。 通过手机上
的加速度传感器， 也可以轻松判断我们
是在走路、跑步还是骑自行车（驾驶汽车
更是如此）。 徐风

诗词中的养生之道

保持年轻心态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宋·程颢《春日偶成》
程颢是北宋理学家、教育家，“洛学”

代表人物。 在学术上，程颢提出“天者理
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
题，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
皆仁也”。倡导“传心”说，承认“天地万物
之理，无独必有对”。

在这首《春日偶成》诗中，程颢向我
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近午时分，天高
云淡，风和日丽，诗人在柳树成荫的郊外
漫步，一面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一面呼吸
着清新的空气，心情愉悦。然后其告诫世
人：沉湎在物欲中的人哪里知道，像孩子
一样生活是多么幸福， 只有放下名利之
心，才会有快乐，才有益于身心健康。

虽然时代不同了， 但古人那种淡泊
名利的思想境界， 依然对我们今天养生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那么，什么样的人
没有名利之心， 或者说名利之心相对少
一些，自然是孩子。 清代诗人袁牧的《湖
上杂诗》：“葛岭花开二月天，来往游人说
神仙。 老夫心与游人异， 不羡神仙羡少
年。 ”这首诗与程颢的《春日偶成》有异曲
同工之妙。 一个要“学少年”，一个要“羡
少年”。在这些诗人心中少年就是一个没
有烦恼、紧张、焦虑的代名词，从这些诗
词中我们不难发现， 最大的养生莫过于
保持一颗少年的情怀。 乐冰

健康

频繁洗澡损害免疫力
许多人以为澡洗得越勤， 健康卫生越

好。 殊不知这样做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害。
美国犹他大学最新研究显示， 频繁洗澡会
损害人体微生物群，进而对免疫系统、消化
系统甚至心脏造成伤害。

研究人员发现，相较于频繁洗澡的人，
不会天天洗澡的人皮肤表面微生物组群更
为丰富、更具多样性，基因功能更多，身体
对抗各种疾病的能力也更强。 人体微生物
组是对体内和体表上生活的细菌、病毒和
其他微生物的总称，在维持身体健康上，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人体微生物生
态系统受到干扰影响，平衡被打破，就会导
致疾病。

琳娜

新知

这块琥珀里集齐了“海陆空”
你觉得一颗琥珀

里能保存什么？ 这颗
晶莹剔透的缅甸琥
珀，重 6 克，长 33mm、
宽 9.5mm、 高 29mm，
但却包裹着异常丰富
的化石类群———超过
40 个动物个体， 包括
1 个菊石、4 个螺类、4
个等足类（即常说的
西瓜虫）、23 个螨虫、1 个蜘蛛、1 个马陆和至少 12 个昆虫成虫标本（如
蟑螂、甲虫、蠓和蜂）。 这些生物分别来自海、陆、空不同的环境，却共存
于一枚琥珀中，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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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

抱孩子多用“蛙式”
宝宝肉嘟嘟、 一圈圈褶皱的大腿看起

来很可爱，可平时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一
圈圈的“大腿皮纹”也能看出疾病征兆———
髋关节发育不良。

通常，大多数宝宝腿上都有皮纹，且两
腿呈“对应模式”，但有些宝宝会出现两腿
皮纹纹路位置或数量不对称的现象， 比如
纹路高低不一，一边高一边低；一条腿有三
条皮纹，另一条腿只有一条或两条。 从骨科
临床情况看，大腿皮纹不对称，是髋关节发
育不良的表现之一，但不绝对。 与此类似的
表现还有两腿不一样长。 如果出现以上情
况，家长应及时带孩子就诊检查。

除了专业检查， 家长可在家帮孩子自
检：让孩子平躺在床上，两膝盖并拢，屈膝
90 度往外展，观察两腿外展幅度是否一样，
如果有一侧展不开， 则提示孩子髋关节发
育可能有问题。 给孩子换尿布时，如果发现
孩子抗拒分开双腿，或发出骨骼响声，也应
高度警惕。 平时抱孩子时， 建议家长多用

“蛙式”抱法，这样能让宝宝髋关节保持外
展，有利于发育。

李非

每年的 6 月 6 日前后，太阳抵达
黄经 75 度时，就到了芒种节气，这是
夏天的第三个节气，也预示着仲夏时
节的到来。芒种过后，气温逐渐升高，
空气中湿度增加。 湿热环境中，人也
容易疲倦。芒种期间还是一年中降水
最多的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开始
先后进入梅雨季节。

这段时间内，在日常饮食上宜清
淡，以祛暑湿为主。 酸梅汤能够促进
唾液腺与胃液腺的分泌，有着生津止
渴的功效。而其中的陈皮能够健脾消

食，酸梅汤味酸性碱，加入冰糖桂花
后调味增香，自古被人们认为是一道
解乏祛暑湿的佳饮。

桂花酸梅汤
食材：
山楂、陈皮、乌梅、桂花、冰糖
步骤：
先将水煮开；将食材依次倒入其

中；煮至沸腾，将大火调至小火慢炖；
起锅前倒入适量冰糖调味，最后撒入
桂花增香。

汪锡卿

育儿
桂花酸梅汤解乏祛暑湿

肚脐，要重护的虚弱之地
作为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腹壁最

后的闭合点， 肚脐的表皮角质最薄，
屏障功能最弱，且皮下无肌肉和脂肪
组织，是人体相对“虚弱”之地，需重
点保护。 建议日常护脐做好这几点：

不要随意装扮肚脐。肚脐位置特
殊，即使是中医施针，也从不敢越“雷
池”半步，《证治准绳》记载“按脐为神
阙穴，禁针之所”。所以切勿在肚脐上
打环、镶钻、纹脐，也不宜在脐上贴各
种图饰，以免引起脐部皮肤过敏或有

毒有害的颜料通过脐部皮肤渗入。
注意做好脐部的防寒保暖和局

部卫生清洁。 肚脐最怕风寒入侵，且
任脉主胞宫， 故夏季不要对着空调、
风扇直吹肚脐，尤其是女性；衣着应
能遮盖肚脐，除了保护肚脐免受外界
的意外伤害，如烫伤、刮碰等，还要使
其避免受寒；清洁肚脐上的“污垢”时
不能用力抠，用暖水轻轻擦拭，让“污
垢”软化脱落即可。

钟伟泉

锅烧糊了，用牙膏擦
清洗烧焦的煎锅非常困难。 其实有

一种简单的清洁方法。准备一管牙膏、一
块海绵和热水，无需刷子。 首先，在已经
冷却的烧焦残渣的中心挤一大圈牙膏；
拿起潮湿的海绵， 用牙膏擦洗烧焦的残
渣，从里向外转着圈地擦。整个煎锅都涂
上了牙膏后，把煎锅放在热水下冲洗。如
果边缘还有残余的黑渣， 继续按照上述
方法擦洗，直到煎锅完全干净。

王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