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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之窗

□本报记者 赵霅煜
通 讯 员 朱海霞 德宣

阿芳鼻青脸肿地出现在常州市德
安医院心理咨询室里，略低着头，手指
紧缠着衣服下摆，有些局促不安。头
发贴着头皮一丝不苟地扎在脑后，每
一根发丝都紧绷着、战栗着，如临大
敌。“是我老公打的”，阿芳抬起头，惨
然地解释道。

42岁，第一次体验到性高潮

阿芳和老公阿健结婚22年，分居
16年。儿子出生后，阿健提议自己出
去打工赚钱，让阿芳留在老家照顾孩
子。虽然不舍，但为了给儿子更好的
生活，阿芳还是同意了。此后十几年，
阿健便跟着装修队辗转奔波在各个工
地，一般过年才能回家住几天。常年
独守空闺的生活让阿芳渐渐无法忍
受，然而每次的倾诉和抱怨却只能换
来阿健的冷嘲热讽。

阿健喜欢喝酒，喝醉了甚至会当
着同村兄弟的面指责阿芳矫情、离不
开男人，一群男人心照不宣地嘿嘿笑
着。自己最秘密的痛处就这样被丈夫
毫不在意地公开在众人面前，阿芳的
脸瞬间滚烫。这么多年的隐忍和付出
在丈夫眼里原来一文不值，强烈的耻
辱感掺杂着一丝恨意，让她萌生了想
要报复阿健的想法。

难以消磨的漫漫长夜，阿芳在交
友软件中寻找着陌生人的慰藉。文字
的挑逗让阿芳心潮汹涌，但她知道自
己要的不止这些。阿健的当众羞辱似
乎给了她莫名的勇气，阿芳心一横，踏
上了与网友的奔现之路。

黑暗中与陌生人的交织，让这个
42岁可怜而压抑的女人，第一次体验
到了性高潮。即便后来事情败露，阿
芳被丈夫狠狠教训了一顿，但她心里
依然不后悔。社会道德的压制、家人
的谩骂和鄙视都无法彻底消除阿芳对
性的强烈渴望，她觉得异常矛盾痛苦，
甚至认为自己得了某种心理疾病，这
才来到医院，希望得到专业帮助。

不在压抑中沉默，就在压抑中爆发

我耐心倾听完阿芳的话，肯定地
告诉她，对性有渴望是一件非常正常
的事情，而强行抵抗身体的本能才是
让她陷入痛苦的根源。

性是人类长久延续下去的秘密，
也是两个人巩固爱情的保温器。用
身体直接表达爱，原始的冲动会褪去
所有的伪装与掩饰，让性成为一场酣
畅淋漓的亲密救赎。它所带来的亲
密感、被需要感和占有感，都是其他
手段无法给与的。性的高浓度亲密
融合，能在过程中还原婴儿与母亲融
合的原始渴望。和谐的性里，双方都
安心地交出彼此，且接受对方的融
合，不畏惧被吞没，不担心被抛弃，不
害怕被忽视，这样交融的体验是具有

疗愈效果的。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成年人许

多“无名火”是由于性需求的不满足，
需求压抑得越严重，攻击性就越强。
心理咨询师作家武志红老师也对此说
过，性欲，是一个人生命力的源泉，如
果性欲求得不到满足，他就会将其转
化为攻击性，做出伤害关系的事。阿
芳正是因为性生活长期得不到满足，
并且得不到丈夫的理解与关爱，最终
做出了伤害亲密关系的行为。

爱自己，永远不晚

随着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对性的
态度有了更多的包容。《2020线上情趣
用品消费报告》指出，淘宝网的消费主
力是青壮年，特别是男性。其中18—
29岁的购买者占65%，30—39岁的占
26%，男女比例为1.7:1。18—39岁的
购买者占了91%，40岁以上的购买者
占比极低。也许是上一代人性教育的
缺失，以及社会反性禁欲的氛围，让40
岁以上的人群不敢正视自己对性的欲
望。可想而知，像阿芳这样经历着性压
抑的女性群体，绝不会是少数。

北京菖蒲河公园的一角，中老年
老炮儿聚集在一起，向过来相亲的大

妈老太大胆搭讪，渴望找到另一半。
他们谈论性与爱很直接，合适的见面
后就同居了，不合适的吃顿饭就跑了，
因为时间不多了。很多年轻人并不知
道，绝大多数中老年人对性的需求，并
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彻底消失，相
反有很多年轻时为了家庭、孩子操劳
半生的老年人，到了退休的年纪，有了
完全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和生活之
后，被压抑多年的性需求反而会呈现
爆发的状况。

专业的沟通交流让阿芳放下了内
心的罪恶感，她明白自己对性的渴望
并无过错。我鼓励她与阿健坦诚地说
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需求，一起解决
问题。同时也可以购买一些情趣小玩
具，学会让自己快乐。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而已，性从来
不是洪水猛兽，关键在于我们对性的
态度，以及我们给“性”赋予的意义。
有的人乐在其中，有的人避之不及。

“性”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人心万象和
人间百态。

朱海霞 心理学硕士，二级心理咨
询师，心理治疗师。经心理动力学流派
正规培训，完成了中美高级精神分析连
续培训项目，曾在上海精卫中心进修学
习，近年来主要从事家庭关系、父母教
养方式、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康复阶段
等心理治疗及心理咨询工作。擅长抑
郁障碍、焦虑障碍、强迫障碍等常见心
理行为问题的心理治疗工作等常见心
理行为问题的心理治疗工作。

拯救中年性危机

为了公平起见，这项实验中比较
血糖反应的高低，是按等碳水化合物
来操作的。

第一组，直接吃含50克可利用碳
水化合物的白米饭。

第二组，吃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
合物的苹果，同时吃米饭。不过这米
饭是减量的，扣掉了15克可利用碳水
化合物，最后总的碳水化合物还是一

样多，都是50克。
第三组，先吃含15克可利用碳水

化合物的苹果，从吃苹果的时间开始
算，30分钟之后再吃米饭。这米饭也
是减量的，和第二组一样多。

第四组，先喝含15克可利用碳水
化合物的糖水，其中糖的种类和含量
与143克苹果是一样的，也是8.3克果
糖和6.7克葡萄糖。30分钟之后再吃

米饭，这米饭也是减量的，和第二、三
组一样多。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用一餐饭的
GI值来表示，那么吃米饭是82，米饭
苹果一起吃是64，先吃苹果的吃法居
然降低到了40！这个降餐后血糖的效
果，真的是有点猛啊。先喝糖水的方
法，也能把GI值降到69，不过喝糖水
和吃苹果相比，效果还是差远了。

□本报通讯员 卫监

为切实做好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度过健康祥
和的新春佳节，常州市卫生监督所切实
强化应急值守，持续开展春节期间医疗
机构、重点公共场所新冠疫情防控监督
检查。

节前，常州市卫生监督所认真传达、
学习了省、市疫情防控会议精神，对春节
期间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要求监督员敢担当、强履职，重点抓好医

疗机构、人流量密集大中型公共场所疫
情防控监督检查；加强春节假期的值班
值守，所领导带班，值班人员24小时在
岗；组建新冠疫情巡查小组，春节期间，
派出7个巡查组，围绕医疗机构、大型商
超、酒店、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密集重
点场所，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监督检查，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现场给
出指导建议并责令立即整改。

下一步，常州市卫生监督所将持续
加大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力度，做到防控
措施再督导、防控漏洞再排查、防控隐
患再消除，督促各相关单位将各项疫情
防控措施落地落细落实，坚决打赢常态
化疫情防控持久战。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全力做好春节期间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

本报讯（李青 杜蘅）过年见面要
说吉祥话，大年初一开门炮仗满堂红，
年糕饺子长寿面，不挑水来不扫地
……无论做事还是说话，都要讨个吉
祥如意，这让很多有高血压、糖尿病等
慢性病的市民犯了难：大年初一，高血
压药要不要吃？大年初一一大早就吃
药片，有点不吉利。

有这个想法的市民还真不少，这
不，从年初一下午开始，市肿瘤医院急
诊内科就收治了多例因为没吃降压药
而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的患者，甚至
还有脑卒中。

2月4日上午9点多，市肿瘤医院
急诊大厅送来了一个心跳呼吸均无的
老年男子，医护人员立即给予心肺复
苏等抢救措施，可惜虽然奋力抢救终
也是回天乏术。

市肿瘤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巢益
群询问家属得知，这名 65岁的男子
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平时服药不规
律，经常会漏服药。今年大年初一说
是不吉利，就没吃药。年初三的晚
上，他觉得自己上腹部有点痛，以为
是吃坏了肚子，没当回事，等到年初
四的早上，他觉得上腹部还是隐痛不
适，就自己骑电动车去社区医院，半

路上晕倒在路边，被人送到了市肿瘤
医院。

“根据家属描述，我们怀疑他是心
源性猝死。”巢益群说，过年不吃高血
压药，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即便是
平时血压控制良好，也要规律按时服
用药物。如不按时服用降压药，会引
起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这对于心脏
以及肾脏和大脑的损害更加明显。长
期这种忽高忽低现象的发生，会大大
增加脑梗塞、冠心病等动脉粥样硬化
疾病的发生，甚至发生上述案例的悲
剧事件。

巢益群解释，高血压病（原发性高
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首先它
之所以常见，表明这是人体的一种应
对生理病理变化的常规反应，所以高
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了高血压，还
不积极应对，好好治疗；其次，作为一
种慢性疾病，意味着需要终身服药，初
发高血压患者很多存在侥幸心理，会
在血压控制平稳后，未在医生药师的
指导下私自停用药物，等高了又再服
药，其实控制高血压的目的是平稳降
压，时高时低其实对身体伤害更大。
从长远来看，尽早规律服药，健康获益
更大。

过年不吃降压药
他倒在了去医院的路上

有人说穿袜子睡觉可以改善手脚
冰凉，帮助睡眠。但也有人说穿袜子
睡觉也会影响血液循环，从而影响身
体健康。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门诊确实遇到有患者说经常会
手足发凉，晚上穿袜子睡觉，甚至夏
天晚上都要穿袜子，长裤睡觉。那穿
袜子睡觉到底好不好呢？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一分为二来看待，针对不同
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那穿袜
子睡觉有什么好处呢？又有什么不
好的地方呢？

穿袜子睡觉对于手脚发凉，阳气
不足，因脚凉而睡不着觉的人来说，
确实可以起到保暖，助眠的作用。这
类人群即便睡觉前用热水泡过脚，在
睡到被子里一会儿脚就又凉了，常常
因脚凉睡不着觉，如果穿上袜子，就
能起到保暖作用，使脚的温度保持舒
适的状态，也能改善末梢血液循环，
可以促进睡眠。这时穿袜子睡觉是
有帮助的。如果是年龄偏大、下肢和
脚水肿、神经感知不敏感的人群，穿
袜子睡觉，如果袜子紧，可能会影响
血液循环，反而起到反作用，对睡眠
没有帮助。

对于一个感知正常的人来说，如
果穿袜子睡觉，一般这种人是脚凉怕
冷的人，他们穿袜子睡觉舒服才会穿
袜子睡觉，如果穿袜子不舒服，他们也
不会穿袜子睡觉。从自身的感觉中也
可以判断穿袜子睡觉是否有助于睡
眠。那对于年龄偏大感知不敏锐的人
来说，就不要盲目地穿袜子睡觉，这种
人对于袜子的松紧和舒适度判断会有
偏差，起不到自我调节的作用。还有

一部分人，每到晚上就脚热，他们绝对
不可能穿袜子睡觉，而且，把脚露在外
面才能睡着。这种行为也是人自身调
节的表现。

如果有的人晚上睡觉总是脚冷，
有的人穿袜子就可以改善这种状态，
而有的人即便穿上袜子，也不能起到
作用，脚仍然冷，说明前者虽阳气不
足，但通过外界保暖的作用可以得到
改善，而后者，阳虚更进一步，通过简
单的方法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就
要通过物理疗法或者内服药物温补脾
肾进行调节，振奋人体脾肾之阳气，使
阳气贯通全身，达到温煦全身的作用，
脚冷自然就会改善。

温补脾肾的常见穴位：百会、大
椎、肾俞、命门、神阙、关元、涌泉、足三
里等等。无糖尿病、血管病变的也可
以用桂枝、生艾叶、红花、鸡血藤、透骨
草等煎汤泡脚。内服药物需要到医院
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来源：网易

穿袜子睡觉能助眠吗？
听听专家怎么说

时间
2月8日（周二）14:00-15:00
2月8日（周二）14:00-15:00
2月9日（周三）12:00-13:00
2月9日（周三）14:00-15:00
2月9日（周三）15:00-16:00
2月10日（周四）14:00-15:00
2月10日（周四）14:00-16:00

地点（线上平台）
腾讯会议

常州市中心血站
门诊产科二楼B1-08

常州市中心血站
腾讯会议
腾讯会议

常州市中心血站

志愿服务内容
宝宝疫苗接种知识及注意事项

无偿献血知识科普
孕期瑜伽

无偿献血知识科普
儿童耳鼻喉常见疾病

产前检查重点及注意事项
无偿献血知识科普

志愿服务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中心血站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中心血站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中心血站

为什么餐前半小时吃苹果有利于降低餐后血糖？
苹果素有健康之名，不过，有关苹

果该什么时候吃，有各种说法。有的说
“早上金苹果，晚上烂苹果”，也有说法
称“餐前餐后都不能吃水果，水果只能
两餐之间吃”，不同的说法，让人们感到
迷茫。

所谓餐前餐后不能吃水果的说法，
主要是考虑到一些胃肠疾病患者的特
殊情况。对消化能力良好的健康人来
说，水果作为凉菜入菜也好，饭前饭后
吃也好，都没有妨碍健康的可靠证据。
有实验研究发现，早餐前30分钟吃含15
克碳水化合物的苹果，就有降低餐后血
糖的好处。

最后还要叮嘱几件事。
1、该研究是在健康人当中做的，

还不能确认糖尿病人饭前吃苹果是
否能得到同样的餐后控血糖效果。

2、先吃水果的饮食方式，仅限于
胃肠消化功能正常的人。那些特别
怕凉的人，容易发生腹泻的人，有肠
易激综合征的人，餐前吃个苹果还是
要慎重的。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那
就不要这么吃啦。

3、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时间的精
准很重要。如果不确定用餐时间，那
么“30分钟之前”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控血糖的人来说，必须保证按时用
餐，而不能时间忽早忽晚，量忽多忽
少。决不能因为吃了苹果，就放任自
己到点不吃饭。

4、对糖尿病患者来说，不能用食
物来替代药物治疗，但也需要注意根
据食物的效果来调整药物的用量。
餐后血糖降低了，就得减少胰岛素和
降糖药的数量，否则容易造成危险的
低血糖反应。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不过，可能有很多人会问：吃苹果
就得少吃米饭？谁能做得到啊？如果
我餐前吃个苹果，米饭一口也没少吃，
还会有这种降血糖作用吗？吃梨可以
吗？吃橙子可以吗？

这些问题，研究者也考虑到了。
于是，继续做了第二批实验。这次，用
苹果、梨和橙子这三种冬天最常见的
水果来做实验。而且，实验中的碳水
化合物数量又分成了两组。

一组叫等碳水组，和上一项研究
一样，吃水果之后扣减了米饭，总的可
利用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都是50克。

另外一组叫高碳水组，额外多吃
水果，米饭一点都不少吃。也就是说，
这一组中，吃含15克碳水的水果之
后，再吃含50克碳水的米饭，总的可
利用碳水化合物摄入量是65克。

在等碳水组当中，发现还是苹果
的效果最好，和前面的实验没区别
——餐前30分钟吃苹果，把米饭餐后
两小时的餐后血糖反应降低了40%。
梨就略差点，只降低了25%；橙子效果
最弱，只有8%。

从餐后血糖波动的角度来说，先
吃苹果的降低效果是50%。先吃橙子

最弱，也有约25%，这也不可忽视了。
那么，高碳水组的情况怎么样呢？因
为多吃了15克碳水化合物，所以餐后
两小时血糖差异不太大。先吃苹果和
梨的效果差不多，分别只降了17%和
20%，橙子只降了10%。

而且，即便多吃了水果，碳水总量
加到了65克，和碳水数量只有50克的
纯米饭餐相比，餐后的血糖波动仍然有
显著降低。这个结果已经很令人惊喜
了。说明餐前吃水果并不会额外升高
血糖反应，而且把水果放到餐前来吃，
甚至还能有效降低餐后血糖的波动。

橙子、苹果和梨三种水果中苹果降糖效果最明显，橙子最弱

饭前先吃苹果的GI值下降最明显，苹果米饭同时吃位居第二 先吃水果的饮食方式
仅限于胃肠消化功能
正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