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发布的《中华遗嘱库2020白皮书》显示，立

遗嘱的人群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仅2020年，

就有 553位“90后”走进中华遗嘱库立遗嘱，“80后”

立遗嘱的人数达到503人，比3年前翻了6倍。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往往只有年事已高、

疾病缠身的人才会跟遗嘱扯上关系。可近年来，

有不少“90 后”、甚至“00 后”也加入了立遗嘱的大

军。这种趋势让不少人费解，毕竟从健康状况来

看，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期，按理

说他们是离死亡很遥远的一群人；而且对刚踏入

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本身也没有积累太多的资

产。因此，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行为未免有些多此

一举。

那么，这一行为是否真的多余呢？且听笔者

从心理学角度为您一一道来。

借机审视当下、规划未来

近年来中国法治思想的不断深入，无疑是立

遗嘱年轻化的一大推动因素。遗嘱是在尊重个人

真实意愿的前提下，帮助当事人划定遗产范围、避

免后续纠纷的重要手段。不过，除了现实层面的

意义外，立遗嘱在心理层面也具有重大意义。

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如果我们要认真思考

生命的意义，就不得不直视死亡，这对我们的生活

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设想一下，既然要立遗嘱，那

么当事人可能会思考如下问题：“对当下的我来

说，哪些事物是真正有价值的”“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它们对我如此重要”“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

有哪些人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在认真思考、撰

写遗嘱的过程中，必定会引发当事人对过去人生

的回顾、对当下生活的审视以及对于今后人生的

重新规划。

斯多葛哲学学派认为，如果你想学会如何生

活，就要先深思死亡。从这个角度推测，年轻人所

重视的可能不光是遗嘱的现实意义，还有其心理

意义。希望能够以遗嘱为契机，让自己认真思考

下人生的意义。

可少留遗憾也不给别人添麻烦

在我们的文化中，与死相关的话题人们常常

是避而不谈的，或者是避而少谈的。很多人在儿

时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开口向父母询问“死”

为何物时，马上就会换来一句“别提，不吉利”。

学校教育中，也长期存在着对生命教育的淡化和

弱化现象。可早在 2500 多年前，圣贤孔子就曾指

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死亡是人类无法逃

避的结局。

不可否认，谈论死亡绝非一件轻松的事情，这

往往会诱发人们强烈的焦虑感。生活中我们不能

时刻想着死亡，就像我们不能一直盯着耀眼的太

阳。不过，祖祖辈辈都对死亡讳莫如深的后果，就

是不少人可能在至爱亲朋离世时，才开始思考这

一人生的终极问题。

面对必将到来的难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到

头来没有采取任何积极作为，心理学家将这种心

理称为“鸵鸟心态”（因为鸵鸟在遇到危险时，会

把头埋入草堆里，以为自己眼睛看不见危险就是

安全的）。人活一世，死是我们必须要直面的问

题。现实生活中，人们还可能遭遇各种天灾人

祸、意外事故。

特别是去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截至目前

已在全球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场突如其来

的灾难，使许多年轻人意识到了人生无常、珍惜当

下的重要性。而提前立好遗嘱，既可以让自己少

留些遗憾，也可以减少未来给家人朋友增添麻烦

的可能性，一举两得。

过度焦虑需寻求心理咨询

不过，也不能否认，在这些提前立遗嘱的年轻

人中，也有一些人并非希望通过直视死亡来使自

己获得内在成长，而是因为内心被强烈的不安全

感萦绕，从而对死亡产生过度的恐惧。对他们来

说，提前立遗嘱可能是短暂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

希望从中获得一种对未来的、虚幻的确定感。

精神病学家欧文·亚隆指出，如果个体的成长

历程基本顺利，那日后他们就能借由各种防御机

制（比如压抑、否认）在无意识中调节死亡带来的

焦虑，将其控制在一定水平，从而正常生活。

不过，如果个体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突如其

来的、威胁性事件的冲击，比如战争、虐待、天灾、

致死性疾病等，那就可能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适

应压力的心理模式。他们对与死亡相关的刺激就

会极度敏感，会产生远超正常水平的焦虑感。如

果这种焦虑感长期存在，并且影响了正常社交、工

作、建立亲密关系，那么建议这些人去进行心理咨

询，以获得更多帮助。

（作者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年纪轻轻就考虑继承者，并非多此一举

给您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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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中的减肥旺季，爱美人士为了能

“瘦”过夏天，纷纷开始锻炼起来。其中，长跑是备

受青睐的健身方式之一，部分该类运动爱好者还

每天在微信朋友圈晒出自己的成绩。

近年来，马拉松赛事也助推长跑成为新时尚，北

京、哈尔滨等多个城市都曾举办过相关赛事。长跑

被打上了自律、坚持、毅力的标签，不断激发公众的

参与热情。不过，这项运动是否适合所有人？它真

的能给身体带来想象中的好处吗？

◎本报记者 李 禾

长跑一般是指长距离跑，路程在 5公里以上的

被划分为长跑。在竞技体育比赛中，长跑项目主要

包括5千米、1万米、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等。

温州医科大学体育科学部副主任刘海平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在大众健身锻炼中，长跑是一项经

常被采用的、很好的健身手段。经常进行长跑运

动可以提高心肺功能水平，预防部分代谢性疾

病。比如通过长跑锻炼可提高人体的胰岛素敏感

性，进而提高胰岛素的利用率，降低患糖尿病的风

险；可以改善血管功能和血液成分，降低高血压、

高血脂发生的风险性；还可以促进脂肪代谢，保持

理想体重等。

一项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研究成果显示，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领衔的研究团队，招募

了 36名年龄在 40岁至 75岁之间的志愿者，在经过

一晚禁食后，志愿者在跑步机上完成运动心肺功

能测试，实际完成时间是 6 至 18 分钟。研究团队

发现，受试者在运动后，其脂肪酸（脂肪的主要组

成成分）开始被氧化，即脂肪开始被“燃烧”。此

外，跑步还能促进心脏组织和骨骼肌对葡萄糖、游

离脂肪酸的吸收，即跑步能促进人体心血管健康。

除了上述好处外，长跑运动之所以在大众中风

靡，更重要的因素在于，跑步实在太简单了，而且谁

都能跑，没有任何门槛。有一部分人爱上跑步，就

是因为从小没接触过什么运动，只会跑步。

不过，刘海平提醒，并非所有人都适合长跑运

动。比如体重基数较大的人和一些髋、膝、踝等下

肢关节有劳损或伤病的人，就不宜长跑。这是因

为长期长跑练习，会给人体下肢带来较大负担，或

会造成严重的下肢运动性伤害。“这类人群可选择

游泳、骑自行车等对下肢负荷较小的运动方式进

行锻炼。”刘海平说。

可提高心肺功能，预防部分代谢性疾病

早在 2014 年，《哈佛大学学报》就刊登了一组

研究数据，每天都跑步的人受伤比例高达 30%到

80%。另有国内的研究数据表明，能够跑完马拉松

全程的长跑爱好者，受伤率高达 90%。

为了降低受伤概率，获得较好的健身效果，零基

础跑者长跑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才能开始长跑呢？

对此，刘海平表示，对于长跑新手来说，在选

择长跑锻炼方式时，一般要先了解自身的心血管

状况，有心脏类疾病的人群一定要谨慎选择。心

血管方面健康的零基础跑者，在跑步之初可先进

行较短时间的跑步练习，比如从每次跑 10 分钟开

始，循序渐进逐步增加跑步时间。

相关研究表明，大量运动可能会使人体内各

器官供血、供氧失衡，或会给人体心脏和代谢系统

造成较大压力。因此跑者中途晕倒，甚至猝死的

案例时有发生。其实，进行任何运动都有受伤的

风险，导致受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训练强度。

不论是蹲、推、拉这样的基础动作，还是看起来很

安全的跑步、游泳，做多了都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

害，因此跑者要特别注意量力而行。

“零基础跑者必须循序渐进，不可盲目地给自

己加量。”刘海平说，对于长跑练习者，首先应了解

并掌握跑步的正确姿势。也就是说，在跑步时，保

持头与肩的稳定，摆臂则以肩为轴前后动作，双臂

前后摆动幅度不要太大，臂肘不超过身体正中线，

手指、腕与臂都应是放松的；跑动时，身体躯干不

要左右摇晃或上下起伏太大，腿前摆时积极送髋，

跑步时要注意髋部的转动和放松；大腿和膝部是

掌握正确跑姿，平时加强肌肉力量训练

不少长跑爱好者担心，长期跑步会损伤膝关

节。对此，蒋利锋表示，相比运动损伤，不良的生

活习惯，比如运动少、久坐不动等，会给膝关节带

来更大的损伤。“久坐不动不仅会造成肥胖，而且

会减少腿部肌肉力量。缺少肌肉力量支撑的膝关

节，更容易在高强度冲击下受伤，进而引发关节问

题。”他说。

不过，长跑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

进行的。刘海平特别提醒，如果在硬地面跑步，过

强的反作用力会损害人体关节，所以应避免在硬

地上长时间跑步，以减少可能产生的下肢运动劳

损。在进行长跑练习时，人们需穿着运动装备，即

选择合适的跑步鞋和宽松的运动服装。

据测算，跑步中如果遇到下坡，膝盖受到的冲

击会比在平地上大数倍甚至数十倍。因此，跑步

途中遇到下坡时，跑步速度不宜过快，也不应跟随

斜坡的角度去冲刺或跨越式奔跑。

那么该如何选择长跑的时间？刘海平说，一

般在下午或傍晚均可进行长跑锻炼。这段时间

的 空 气 中 ，氧 含 量 较 高 ，人 体 的 机 能 状 态 也 不

错。“不过，要注意将跑步时间与进餐时间间隔

开，一般需在用餐一个半小时后再进行长跑运

动。”他说。

“此外，跑者还需注意营养补充，特别是在长

跑运动过程中进行糖、矿物质的补充，一般可选择

补充运动饮料。运动前后也需加强膳食营养，特

别是糖，也就是主食的摄入。”刘海平说。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

行为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进行 150 到 300 分

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 75 到 150 分钟较高强

度的有氧运动；儿童和青少年每周平均每天进行

60分钟的中等至较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建议所

有年龄段的人群都要定期进行肌肉力量训练，减

少静坐少动的行为。

刘海平说，长跑的益处有很多，但并非适合所

有人，比如部分中老年人、肥胖的人就不适宜进行

长跑这样高强度的运动。每个人应根据自身情

况，灵活选择运动方式。

应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运动方式

朋友圈里朋友圈里““晒跑晒跑”，”，但你真的跑对了但你真的跑对了？？

长跑的益处有很多，但并非适合所有人，比如部分中老年

人、肥胖的人就不适宜进行长跑这样高强度的运动。每个人应

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运动方式。

刘海平
温州医科大学体育科学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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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各地中小学生纷纷开启暑假模式。孩子是放假了，

可孩子们的眼睛却更“忙”了，看书、看电视、看手机……这也导致

一些孩子的眼部健康亮起了红灯。

“进入 7 月，眼科门诊干眼症患儿一下子多了起来。如今，干

眼症患者群体正在从成人扩展至学龄儿童，儿童患者在门诊中占

了近 1/3。”黑龙江省医学会小儿眼底病学组委员、哈尔滨医科大

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周丹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好发于成人的干眼症，怎么还“盯”上了孩子呢？

干眼症不再是成年人“专利”

干眼症也被称为角结膜干燥症，它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泪液

蒸发过快过多、泪液成分异常等因素，导致泪膜的稳定性降低，而

出现的眼部不适、眼表病变。干眼症的典型症状包括眼睛干涩、疲

劳、异物感，还会出现畏光、怕风、刺痛、眼痒、灼热感、酸胀感等，严

重者会出现眼睑红肿、结膜充血、水肿，角膜上皮脱落，甚至角膜溃

疡、感染，导致睁眼困难、视力下降等。

周丹表示，传统观念认为，干眼症多见于 40岁以上人群，临床

上对成年人干眼症的关注较多，而往往忽略了儿童也会受到干眼

症的袭扰。

事实上，由于儿童不当用眼，加之其表达能力弱、检查配合度

低、人们对儿童干眼症的发病因素认识不足，致使如今越来越多的

孩子出现了类似于成年人干眼症的临床表现。一些患儿还伴有眼

睛痛痒、红肿甚至视力波动等症状，与过敏性结膜炎症状极为相

似，容易出现误诊、漏诊。

挑食、睡眠不足、用眼不当都是诱发因素

周丹指出，除了用眼不当外，儿童挑食、偏食也是干眼症的诱

发因素之一。比如，孩子偏食可能导致其体内缺乏维生素 A，而这

种维生素是维持人体上皮组织正常代谢的主要营养素，能防止角

膜干燥、退化，因而缺乏维生素 A 或间接促成干眼症。同时，儿童

学习任务繁重、长时间佩戴角膜接触镜、长期睡眠不足，均会破坏

泪膜的根基，从而诱发干眼症。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视频终端的“触角”

早已延伸到家庭和学校中，孩子在家中看电视、打游戏机、看动画

片及上网的时间显著增多；而在学校中，投影仪、各种显示屏被广

泛应用于儿童教学。若这些设备的照明强度不足或过强、屏幕设

计不合理，就可能使孩子患上视频终端综合征（VDT 综合征），使

眼睛出现不适。

周丹解释说，患上 VDT 综合征的孩子，很有可能也患上了干

眼症，这是因为他们的眨眼习惯被改变了。研究显示，人们在交谈

时，平均眨眼频率为 15.5 次∕分，而在聚精会神地使用电子产品

时，平均眨眼频率则大幅下降，诱使泪液蒸发过快过多，让眼睛处

于“干旱”的状态。

防治儿童干眼症记住这些要领

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我国眼科疾病的诊治水平得到了快速

提升。随着《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的制定和广泛推广，各级眼

科医师已逐步认识到儿童干眼症的危害，小儿眼科专业医生开始关

注此领域的热点和难点，一些会议也将儿童干眼症列为研讨内容。

尽管如此，儿童干眼症的治疗还存在着许多临床短板：首先，

少部分医师还未意识到儿童干眼症的存在和严重性，缺乏治疗儿

童干眼症的相关知识，将干眼症当成结膜感染、过敏或角膜炎进行

诊治；其次，许多非干眼症患儿被误诊为干眼症，给予过度治疗；最

后，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关于儿童泪膜和眼表的科研数据，因

而难以制定出适用于儿童干眼症的诊断标准。

对于防治儿童干眼症，周丹给出如下建议：

一要加强宣传教育，让广大家长和老师增强对儿童干眼症的

认识，了解和掌握该病基本症状，发现孩子出现问题及时送医。二

要改善学习和生活环境，教室和居室的光线应保持充足，避免光线

过强或过弱；所处环境应干净整洁，尽量排除灰尘、油烟和花粉对

眼睛的干扰。三要合理用眼，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定时休息，连

续看书写字的时间不宜过长，尽量远眺让眼睛放松。四要避免长

时间接触视频终端设备。

同时，周丹表示，日常饮食中要注意多饮水，多食用富含维生

素 A、叶黄素、花青素的食物，如鸡蛋、猪肝、胡萝卜、番茄、南瓜、菠

菜、蓝莓、桑葚等，饮食均衡，多吃新鲜蔬菜水果，有助于改善干眼

症状。

最后，周丹提醒，孩子眼睛不适要及时就医，不可擅自使用滴

眼液，以免形成长期依赖。多数滴眼液含有防腐剂，会损害眼睛泪

膜功能，反过来又会促使干眼症的发生。如果病情需要，可用人工

泪液如玻璃酸钠等滴眼液来缓解不适症状，但每天滴注滴眼液次

数尽量不要超过 3次，持续使用时间不宜超过半个月。

看视频、玩手游、网上冲浪

暑期警惕孩子患上干眼症

用力前摆，而不是上抬，脚应落在身体前约一尺的

位置，靠近正中线。其次，在跑步时要注意呼吸与

步法的密切配合，可以两步一呼，再两步一吸或者

三步一呼，再三步一吸。跑者可根据长跑时的身

体状况，灵活调整。

刘海平说，长跑前需做好全身热身，比如先进

行 10 到 20 分钟的慢跑和肌肉拉伸练习。除长跑

锻炼外，跑者平时还应加强下肢肌肉的小力量练

习，这样一来，可以增加跑步的稳定性，避免发生

下肢运动损伤。

蒋利锋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

一名骨科医生，有 20 年的跑龄。他说，人在跑步

时，膝盖就要承受体重 7 倍的压力。因此，不正

确的跑姿会造成膝关节压力过大，容易损伤髌股

关节间室。

“跑者需要对髌骨采取保护措施，另外，跑前

可以针对髌股关节进行热身，平时也要进行有针

对性的肌肉力量训练。”蒋利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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