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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我有点“娘”，
怎么才能让大家认可我？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61004804
本版E-mail： ldzzmys@126.com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与本报合办

工工会会提提供供心心呵呵护护
职职工工享享受受心心服服务务

■生活小窍门

□本报记者 张晶

免费职工心理咨询在线服务
www.bjzgxl.org

【职工困惑】

我今年28岁， 性取向是同性。 我从小
就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阳刚。 长大后， 我
用了很长时间 ， 才敢面对自己的性取向 ，
我现在找到了相爱的人， 可我没有勇气出
柜。 家人总是向我催婚， 同事们也私下对
我指指点点。 前一阵子， 网络上掀起了攻
击 “娘炮” 的热潮。 看到朋友圈里大家热
烈转发的 “少年娘则中国娘 ” “娘炮误
国” “拒绝娘炮” 的文章和大家义愤填膺
的态度， 让我觉得很害怕、 很委屈， 也很
愤怒 ！ 我考上了重点大学 ， 工作业绩很
好， 自信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但
怎么才能让大家认可我呢？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您
好， 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愿意说出自己
的感受 。 社会中的确普遍存在偏见和歧
视， 这会给性少数群体带来长期持久的压
力， 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压力源， 还有来自
家庭的压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娶妻生子的
压力、 经济和事业的压力等等。 实质上 ，
每个人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 都有权利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无论是否出柜 ，
我们要先自己接纳自己， 与其害怕别人对
自己的看法 ， 不如先善待自己 ， 关爱自
己。 如果有需要， 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
的帮助。

【专家建议】

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说， 这种强行
把人的气质划分为 “男性气质” 和“女性
气质” 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 没有完全柔
美的女性， 也没有完全阳刚的男性。 每个
人身上， 都必然会同时具备 “男性气质 ”
和 “女性气质”， 二者是不可分开的 ， 比
如铁汉柔情、 为母则刚等等词汇的形容 。
在传统二元性别气质文化下， 过分强调男
性和女性不同特质， 会让男性和女性都成
为受害者。

荣格指出， 阿尼玛是男人内在的女性
存在； 阿尼姆斯是女人内在的男性存在。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被家庭、 社会和
文化的教育改变， 过分强调某一种性别气
质， 而压抑、 忽视了另一种。 当我们看到
并接纳自己所有的部分时， 才更完整， 更
有力量。 不加辨别地反对一种性别气质 ，
是很危险的行为。 只以单一的性别气质存
在， 并不是真实的存在， 就像戴上了人格
面具。

“娘 ” 并不可怕 ， 可怕的是对 “娘 ”
的歧视， 那是对人性一部分的歧视。

□阎泽川

选好被子美美睡觉

被子家族成员有哪些？ 下面就
为您逐一介绍：

羽绒： 羽绒是最轻、 最保暖的
被料， 一大张充绒量95%的羽绒被，
重量才1公斤多一点 ， 并且蓬松度
高， 可以储存大量空气， 使体温不
易流失 。 羽绒还具有良好的吸湿
性、 透汗性， 比较干爽， 使用寿命
长、 不板结、 不变形。

蚕丝： 蚕丝是纯天然动物蛋白
纤维， 具有非常高的吸湿性、 透气
性， 各项性能都非常出色， 使用寿
命长， 综合性能是最好的。 而且蚕
丝与人体皮肤的成分相似， 与皮肤

接触感觉最舒
服， 皮肤和鼻
子敏感的人 ，
蚕丝被是最好
的选择。

羊毛和牛
羊绒： 羊毛和牛羊绒属于相对较重
的被料， 牛羊绒就是牛羊肚子那部
分的细毛， 更细一些。 羊毛具有天
然的悬垂性， 因此优质的羊毛被会
非常贴身、 保暖。 羊毛可以吸收其
本身重量的三分之一的湿气， 并将
其散发到干燥的空气中， 还可根据
外界不同的湿度自行张合， 具有极

好的透气性。
人造纤维： 人造纤维的被料有

聚酯、 涤纶等， 手感非常好， 透气
又干爽。 不少纤维通过技术加工 ，
拥有防虫功效 ， 能去除一般床上
用品常有的螨虫等微生物， 对健康
有一定好处。 还可以直接用水洗和
在阳光下暴晒， 这是其他材料做不
到的。

大豆纤维： 大豆纤维是从天然
大豆中提取出来的 ， 含大豆异黄
酮， 可对女性体内雌激素起到辅助
的双向调节作用， 有改善女性皮肤
质量、 延缓衰老等作用； 混合到被
料当中的大豆低聚糖、 皂素等成分
可有效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
杆菌的滋生， 是公认的抗菌纤维 ，
大豆纤维还具有一定的负离子保健
功能。

12月7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
“大雪”。 农谚有 “大雪小雪， 煮饭不
息” 的说法， 意思说从现在起白昼已
经要短到农妇们几乎要连着做三顿饭
了 。 而按照气象规律 ， 到了这个时
段， 雪往往下得大、 范围也广， 中国
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都降到了0℃
或以下。 大雪节气就算是进入了隆冬
时节。 此时 “一进一保” 能促进人体
阳气萌生， 保护阴精的潜藏， 保证来
年春天精力充沛。

进补好时节

大雪是进补好时节， 民间早有俗
语 ： “今年冬令进补 ， 明年来春打
虎。” 根据天人相应的观点， 按四季
“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 的特点，
冬季是封藏的季节。 现代医学研究表
明， 人体在冬季新陈代谢速度减慢，
此时适当进补， 可调节和改善人体器
官的生理功能， 增强抵抗力， 达到防
病和治病的效果。

隆冬时节还是自然界阴气最盛的
时期。 而现实生活中， 高油脂摄入、
烟酒过度、 热衷辛辣香燥食品的饮食
习惯， 大气污染对肺的伤害， 气候变
暖造成的自然环境 “燥” 气、 “火”
气增加等因素， 都会劫伤阴液， 导致
阴虚。

冬令进补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
能， 促进新陈代谢， 改善畏寒情况。
冬令进补还能调节体内的物质代谢，

使营养物质转化的能量最大限度地贮
存于体内， 有助于体内阳气的生发。
食疗只是进补的一个方面， 还应该通
过养精神 、 调饮食 、 练形体 、 慎房
事、 适温寒等综合调养来达到养生进
补的目的。 也就是说除了食补， 还可
以进行药补、 酒补以及神补。

冬季食补应选取富含蛋白质、 维
生素和易于消化的食物， 可以多吃一
些羊肉、 葱头、 山药、 桂圆、 生姜、
杏脯等温热的食物 ， 尤其是处于经
期、 孕期和患有贫血、 胃肠疾病的女
性。 大雪节气前后， 柑橘类水果大量
上市， 适当进食可以防治鼻炎， 消痰
止咳， 同时还可常喝姜枣汤抗寒。

大雪寒冷， 补充维生素A、 维生
素C， 可提高人体对寒冷的适应能
力。 维生素A主要来自动物肝脏、 胡
萝卜、 深绿色蔬菜等食物， 维生素C
主要来自新鲜水果和蔬菜等。 在冬季
还应多摄取含蛋氨酸较多的食物， 如
芝麻、 葵花子、 酵母、 乳制品、 叶类
蔬菜。

保暖防中风

大雪时节， 万物潜藏， 养生也要
顺应自然规律 ， 在 “藏 ” 字上下功
夫。 起居调养宜早眠早起， 并要收敛
神气 ， 特别 在 南 方 要 保 持 肺 气 清
肃 。 早晚温差悬殊 ， 老年人要谨慎
起居， 适当运动， 增强对气候变化的
适应能力。

大雪节令的特点是干燥， 空气湿
度很低。 此外， 衣服要随着温度的降
低而增加， 宜保暖贴身， 夜卧时要加
多衣被， 使四肢暖和、 气血流畅， 这
样则可以避免许多疾病的发生， 如感
冒、 支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 脑血栓
形成等。

另外， 寒冬养生保健要充分考虑
到气温和人体本身的因素， 其中养神
在养生中占有重要地位 。 所谓 “养
神”， 就是调摄精神， 平衡心理。 良
好的心理状态与和谐的社会关系， 对
于人体健康的维持、 疾病的治疗与预
后均有积极作用。 冬天因气候寒冷，
许多人不愿意参加体育活动， 但正如
俗话所说： “冬天动一动， 少闹一场
病， 冬天懒一懒， 多喝药一碗。” 说
明冬季坚持体育锻炼， 非常有益于身
体健康。 事实证明， 身体受到寒冷的
刺激， 肌肉、 血管不停地收缩， 能使
心脏跳动加快， 呼吸加深， 增强体内
的新陈代谢 ， 使身体产生的热量增
加 ， 这样 ， 人的抗寒能力可明显增
强 ， 从而达到冬季防寒的目的 。 当
然， 冬季运动更应注意量力而行， 适
可而止。 例如在时间上， 要避开寒湿
阴冷的雨雪天气， 以防阴邪侵入人体
而伤及正气， 最好选择在温暖舒适、
空气清新宜人的上午， 此时有利于人
体阳气生发， 气血流通， 周身舒畅。
运动会让人感到精神清明爽朗， 步伐
敏捷轻盈。

大雪到，“一进一保”过寒冬 □甘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