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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骂骂是是最最坏坏的的教教育育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一项调查显示， 与从不母乳
喂养的妇女相比， 母乳喂养的妇
女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14%，心
脏病死亡风险降低34%。 坚持母
乳喂养可显著降低女性中老年期
的心血管疾病住院率及死亡率，
建议母乳喂养达1年效果最佳。

绿茶的精华在第二泡和第三
泡上， 经过四五泡之后， 味道就
有些寡淡了； 红茶冲泡一两次口
感最好， 较为高档的功夫红茶，
冲泡三四次味道最佳； 乌龙茶到
第四泡时， 才会散发出真正的茶
香； 普洱茶多为压紧型茶， 往往
第二泡还没有完全使茶叶展开，
所以精华要从第三泡开始。

紫外线中的UVB作用于表
皮层， 会带来严重晒伤甚至晒后
脱皮 ； UVA作用于真皮层 ， 除
了晒黑， 诱导雀斑、 老年斑等，
还会带来光老化。 《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 曾报道过一名开了28年
卡车的司机， 其左脸比右脸日晒
时间更长， 左脸皱纹比右脸明显
得多。

据英国 《每日邮报》， 美国
波士顿一家医疗机构研究发现，
带气睡觉会让烦心事更加难忘。
如果人的大脑中存在负面记忆，
在睡眠期间这种负面记忆会进一
步深化。另外，强烈的情感会影响
大脑的杏仁体、 纹状体以及对新
体验进行编码的海马体，人对某
些事件的记忆会得到大幅强化。

第几泡茶才是精华

母乳喂养少得心血管病

不注意防晒老得比别人快

带着气睡觉醒了更生气

爸妈为什么容易对孩子
生气？

首先， 孩子各种调皮捣蛋的
行为当然是爸妈生气的直接导火
索。 孩子在刚开始认识和探索世
界的过程中 ， 他们的思维很简
单， 不太会去考虑后果， 比如玩
球的时候把玻璃砸碎了， 出门玩
的时候把衣服鞋子都弄得脏兮
兮、 晚上一直闹不肯睡觉……这
些都可能会让爸妈生气。

特别是当爸妈讲了 “不能
做” 的事情但是孩子偏偏却做了
的时候， 爸妈就会更加火大， 比
如不能乱摸电线、 感冒的时候不
能吃冰淇淋等等， 当孩子 “明知
故犯” 的时候， 爸妈自然也就更
容易生气。

除了孩子自身太 “皮 ” 之
外， 爸妈容易发脾气其实也有自
身的原因。 有的可能是爸妈自身
性格原因， 性格天生比较急躁、
火爆的爸妈可能就更容易对孩子
发火； 有的则可能是因为爸妈生
活工作中的压力、 不顺、 琐事等
等， 这些负面情绪如果长期积压
平时没有发泄出来， 爸妈就会比
平时更容易 “爆炸”。

对孩子发脾气是最差的教育

打骂孩子不能起到任何教育

作用， 还会增加孩子的攻击性，
激起孩子的报复心理和叛逆心。

爸妈是孩子所有的依靠和
信赖 ， 是孩子模仿的对象 。 父
母的打骂会对孩子造成巨大的伤
害， 甚至对他们的人生造成永久
阴影。

童年时期孩子对世界的认知
和理解仍然在发展， 爸妈经常发
脾气、 打骂很可能影响他们对社
会和世界的认知， 影响他们的性
格和社交能力。

孩子只会逃避
孩子长期在吼叫的环境中，

就会产生一种 “逃生机制 ”，因
为 知 道 父母发完脾气事情就过
去了， 最后的结果是孩子永远无
法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只会选择

逃避。
给孩子负面影响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孩

子的每一步都是从模仿父母开始
的， 所以父母希望孩子能够成为
什么样的人 ， 就应该有榜样作
用， 如果一味地对孩子发脾气、
吼叫， 孩子会变得胆小、 羞怯，
或是暴躁、 易冲动的两种极端。

父母愿意为孩子改变 ， 收
敛 自 己 的 脾 气 ， 学 着 情 绪 管
理 ， 才 能 够 和 孩 子有效沟通 ，
一起进步。

发脾气是放肆 教育需
要克制

当孩子犯错时， 怎样惩罚才

能既有效又不伤害孩子呢？
学会冷处理。 有些孩子故意

犯错， 是为了吸引家长注意或通
过这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孩子吵着要买玩具， 又哭
又闹甚至打滚， 这时如果父母妥
协， 孩子会觉得这种方式是有效
的， 以后就会常常用哭闹的方式
胁迫家长满足自己要求。

父母如果采取冷处理的方
式， 故意不上当， 孩子自然就没
有办法了。

惩罚也要讲究时机。 当孩子
不高兴的时候， 家长给予的惩罚
他会生气与不服的。 当孩子精神
正处在兴奋的时候， 可以先让孩
子休息一会， 慢慢地问他， 以他
能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去让他领悟
你的意思。

惩罚前先警告孩子。 如果爸
妈打算惩罚孩子， 建议先冷静下
来对孩子进行事先警告， 直接告
诉孩子 ， 如果你再犯这样的错
误， 我会打你手心五下或者没收
你的玩具等， 这种方式可避免孩
子再犯。

惩罚过后不翻旧账 。 有 些
爸 妈 在 惩 罚 孩 子 之 后 ， 还 总
是喜欢翻旧账， 旧事重提这种行
为会让孩子很反感， 也非常伤害
孩子的自尊心。 要让孩子明白，
爸妈依然非常爱他， 那件错事已
经过去了。

（陈娜）

什么是超级真菌？

马序竹： 所谓的超级真菌俗
称耳念珠菌， 学名耳道假丝酵母
菌 （Candida auris）。 2009年， 在
日本一位患者的外耳道中首次被
发现， 后来在血液、 尿液、 呼吸
道等部位都有发现。 中文之所以
翻译为耳念珠菌， 是因为英文名
中的Auris是拉丁语耳朵的意思。

超级真菌“超级”在哪？

马序竹： 首先， 超级真菌属
于侵袭性真菌， 可以侵入血液，

感染心脏、 脑等人体重要器官，
会导致严重感染。

其次， 它常常对多种抗真菌
药耐药， 常用的抗真菌药有时对
它不起作用。

第三，它很难识别出来，还有
被误报为其他念珠菌种的可能。

第四， 它更容易在医院和老
人护理机构等地方传播， 引起医
院内的爆发性流行， 导致重症患
者的死亡。

超级真菌它在哪？

马序竹： 超级真菌是从哪里

来的 ， 尚未明确 。 可以明确的
是， 感染主要发生在医院内， 集
中在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如重症
监护病房。 美国的大规模流行也
都是在医院内发生的。

超级真菌是如何传播的？

马序竹： 主要通过接触病人
以及接触被病人污染过的物体表
面传播。

超级真菌感染后有什么典型
表现？

马序竹： 到目前为止， 还没

有一个特异性很强的临床症状能
够提示患者是感染了耳念珠菌。

我们要如何应对超级真菌？

马序竹： 首先， 并不是所有
耳念珠菌都是超级耐药的， 即使
是对于多药耐药真菌， 仍有希望
通过提高抗真菌药物的剂量或联
合用药达到清除真菌的效果。

其次， 耳念珠菌对健康人不
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对于有正常
免疫力的健康人群而言， 发生这
种感染的风险明显降低。

最后， 勤洗手和彻底清洁院
内物品是阻断超级真菌传播的重
要手段。 所以， 患者的家属以及
和患者密切接触的人， 需要在接
触病人或病人接触过的物体前
后， 用免洗洗手液或者皂液水彻
底洗手 ； 医务人员必须做好手
的卫生。

■健康贴士

临床专家来科普
超超级级真真菌菌为何超级？“超级真菌 ” ， 名为耳念珠

菌。 那么， “超级真菌” 到底超
级在哪里？ 健康人群应该如何应
对？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
医院普内科主任医师马序竹为您
答疑。

最近， 童模拍
照遭亲妈脚踹的视
频， 让很多人气愤
不已。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是所有
家长的美好愿望。
这也导致越来越多
的家长信奉起“棍
棒” 式的严格教养。
当孩子表现得不好
或者做了“坏事”
时， 你能够忍住对
孩子不发火吗？ 爸
妈对孩子发火是因
为孩子真的犯了天
大的错还是孩子不
小心点燃了爸妈心
中的“导火索”？今天
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爸妈到底为什么容
易对孩子生气，并给
大家分享一些控制
情绪和教育孩子的
方法。

四四招招做做一一个个
““好好情情绪绪””的的父父母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