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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慢性疼痛患者经常要与体
重斗争。 美国 《科学公共图书馆·
综合》 杂志近日刊载的一项研究发
现了这个现象的一种解释， 即当一
个人经历疼痛时， 大脑中负责快乐
的区域会受到影响。 这项发现可能
揭示了慢性疼痛与饮食行为改变相
关的生理机制， 这种变化可能会导
致肥胖的发展。

从食物中寻找乐趣来自大脑对
食物的反应。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和
耶鲁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观察了
大脑对糖和脂肪的反应。 研究人员
改变了布丁中糖和脂肪的含量， 并
让慢性疼痛患者进食。 结果发现，
一些慢性疼痛患者在摄入糖时， 不
会出现进食过量这种饮食行为变
化 ， 但在摄入脂肪时却会出现变
化。

疼痛持续一年的慢性腰痛患者
最初并不会进食过量， 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 冰激凌和饼干等高脂肪食
物就成了问题。 脑部扫描显示， 在
进食这些食物后， 慢性腰痛患者从
消化系统传导至大脑的饱腹感信号
中断。 伏隔核在大脑的奖赏、 快乐
等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脑部扫描
还显示， 慢性疼痛患者大脑中的伏
隔核区域较小， 这表明他们的快感
也受到了影响。 这可能刺激他们进
食过量的高脂肪食物以获得足够快
感。

研究人员指出 ， 这项研究表
明， 慢性疼痛患者的肥胖可能不是
由缺乏运动引起的， 慢性疼痛可能
改变了他们对高脂肪食物等的进食
量， 从而导致肥胖的发展。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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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疼痛患者
易发胖

■健康提醒

春天来了，运动注意保暖、重视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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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天气转暖， 很多人准备
好好锻炼。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运动医学科宋斌副教授指出， 适量的
运动能够消耗更多的热量， 有助于强
健体魄； 还可以给大脑提供更多的氧，
有助于调节身心， 减少抑郁的发生。

不过， 由于目前冬春交替天气依
然寒冷， 人体体表血管遇冷收缩， 血
流缓慢， 肌肉的黏滞性增高， 韧带的
弹性和关节的灵活性降低， 更容易发
生运动损伤。

热身脱衣别一次脱太多

运动会使体温升高 ， 容易出汗 ，
所以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喜欢穿得薄
一点。 但需注意的是， 运动可以使人
的身体核心体温升高， 但肢体远端却
不一定。 “冷天运动穿得太少容易感
冒， 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出现肢体远端
冻伤， 如长跑的时候头面部、 手指容
易冻伤。” 宋斌指出， 冬春季运动前要

注意保暖。 另外， 在运动出汗后应注
意保暖， 也不要长时间穿着湿衣服。

此外 ， 冬春季运动别忘了热身 。
热身可以加快血液循环， 使人体的器
官系统从安静状态进入到运动状态 ，
适应锻炼需要。 同时， 热身可以使肌
肉、 韧带和关节的温度升高， 提高关
节和韧带的活动能力， 提高运动质量。
热身一般以10分钟内为宜， 但在冬春
季可延长到15分钟左右。 过短时间的
热身不能充分调动身体为正式运动做

好准备； 而过长时间的热身又会使体
力消耗过大， 同样影响正式运动。

冬春季进行这些运动最稳妥

冬春季， 人们的肌肉黏滞性增高，
韧带的弹性和关节的灵活性降低， 因
此， 运动时要注意选择动作幅度较小，
同时热量消耗却较大的有氧运动， 如
慢跑、 游泳、 跳绳等。 宋斌指出， 运
动前要对自己的身体及技术水平进行
客观评估， 做好适当的运动计划， 不
要盲目追求运动强度和时间。 运动强
度方面， 应由小到大逐渐加量， 同时
要根据运动时的实际体验灵活变通。

运动后要保证睡眠和营养

宋斌提醒， 冬春季运动还要做好
放松： 一方面是运动间隙要注意休息，
这样才能更快地消除肌肉疲劳， 防止

由于局部负担过重而出现的运动损伤；
另一方面是运动后要进行整理放松 ，
这样可以使人体从运动状态逐渐过渡
到安静状态， 缓解肌肉的痉挛， 使氧
气维持在一定水平， 加强运动后废物
的排出， 缓解运动疲劳。

天冷时人体在大量运动后，肌体和
运动器官系统及生理机能往往处于最
低状态， 容易发生体力透支和细胞损
伤， 适当的休息有利于加快体力的恢
复。 宋斌提醒说，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
下一次运动的效果，并且会给运动留下
隐患，因此一定要保证良好的睡眠。 同
时，在运动后，食物的搭配要均衡和多
样化，注意营养。

（任珊珊 张阳 黄睿）

职工困惑：

我家宝宝现在一岁多， 有老人帮
忙照顾， 且照顾得很好。 我自己也在
一家前景很好的公司上班。 虽然工作
忙碌， 但也甘之如饴， 唯一的不足可
能就是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整体而
言， 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幸福的， 可不
知为什么 ， 睡眠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
要么无法入睡， 要么睡着了也容易惊
醒， 想了各种招， 泡脚、 按摩， 甚至
吃褪黑素， 效果都微乎其微， 我该怎
么办呢？

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心理
咨询师解答：

从你的描述来看， 你应该是个豁
达、 乐观的人， 生活中家人关系和谐，
工作比较有冲劲， 有一定的自我调节
能力。 这样的你， 为什么还会出现睡
眠问题？ 这或许是你潜意识里本我的
一种无声反抗。 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弗洛伊德认为 “我 ” 具有三大部分 ，
即本我、 自我与超我。 本我代表欲望
（满足自身）， 这些欲望可能不被世俗
或自己接纳， 因此它们多藏于潜意识
层； 自我是活在现实世界， 负责处理
现实世界的事情， 比如你的工作、 生
活， 它大部分能够被我们清晰意识到
的； 超我， 也叫道德的我， 它运用良
知或内在的道德标准， 来协调自我和
本我。 你目前的状态， 宝宝有人照顾，
工作充实， 自我和超我功能运用良好，
懂得感恩， 感觉工作生活都处于积极
的状态， 但唯一的问题是， 你几乎没
有自己的时间。 白天忙忙碌碌的工作，
晚上回家照顾宝宝， 整个过程看似完
美、 充实， 却忽视了自己 （本我的某
种需求 ）， 这很可能让本我憋闷 、 委
屈， 白天自我意识较强， 且事情过多，
无暇顾他， 到了夜深人静， 本我就可
能伺机而动， 影响到你的睡眠。

专家建议：

据 《2021年运动与睡眠白皮书 》
显示， 中国有超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
可见， 高质量的睡眠已经成为一种奢
侈。 然而， 睡眠是生命正常运转的基
础， 睡着后， 身体和心理才能得到修
复， 否则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

下面给您一些建议， 供参考。 首
先， 找到内在欲望， 并勇敢地做出调
整或改变。 工作太忙是不是让自己压
抑了什么？ 宝宝一岁多， 有没有想过
偷懒一下？ 比如周末约朋友喝个咖啡，
和爱人去逛逛街， 请给自己一点时间，
偶尔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吧。

其次， 可以尝试每天冥想15分钟，
冥想不分时间、地点、内容。可以是白天
任何一个闲暇的时间段， 比如午休时
刻；也可以是任何场所，比如办公室、公
交地铁上； 也不用规定主题， 闭上眼
睛， 让思绪自由来去， 不深究， 不回
避。 每天坚持10-20分钟，这些念头、想
法，白天在脑子闪现完后，晚上出来的
概率就会变小，自然就能够快速入睡。

再有， 就是进行自我催眠， 催眠
状态即将自己全身精力聚焦于一件事
情上， 从周围环境中解离， 使自身处

于高度被暗示状态。 你可以在入睡时，
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并逐一扫描某些部
位， 慢慢让这些身体部位放松、 放松、
再放松 ， 直到力气消失 ， 全身放松 ，
你困了， 只想睡觉……

您还可以试试用左鼻孔呼吸， 具
体方法是堵住右侧鼻孔， 练习用左侧
鼻孔呼吸十次， 这种用左侧鼻孔进行
的呼吸练习能够放松人的交感神经系
统， 进而会平缓人的呼吸和情绪。

睡眠虽然很重要， 但偶尔的失眠，
也不要太过紧张 ， 以平常心对待它 ，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警惕！
生活幸福、工作充实，

我为什么还是经常失眠？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