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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话

◎通讯员 衣晓峰 本报记者 李丽云

“生命不息，减肥不止”“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

有”……在一个推崇骨感美的年代，脂肪成了女性的

公敌。为了能早日去掉“游泳圈”“拜拜袖”，很多女

性选择走捷径——通过抽脂来快速实现瘦身。

然而，近日随着 33 岁杭州网红小冉因抽脂感

染去世，抽脂这个整形界的常规手术被推到了风

口浪尖。被女性们嫌弃的脂肪其实不止关乎体型

容貌，更是维系着人体健康的重要物质，因此进行

抽脂和脂肪填充手术要慎之又慎，做好术前评估，

选择正规医院。

◎本报记者 陈 曦 史俊斌
通 讯 员 刘婷婷

辨 美

“让女性如临大敌的脂肪，可是维持人体正常

运转必不可少的物质。”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

形与医疗美容科主任医师李钢介绍，脂肪主要是

由甘油和脂肪酸合成的。比如，人们进食的油脂、

糖类、蛋白类物质，人体如果消耗不完，就会以脂

肪的形式储存于皮下。可以说，脂肪是人体能量

的一种储存方式。

除了储能的主要功能外，脂肪还是人体细胞

的重要构成部分，比如磷脂、胆固醇等；人体每日

所需的能量约有 30%是由脂肪提供的。同时，脂

肪是器官、关节和神经组织的隔离层，可以起到保

护和固定作用，它还能够供给热能、调节体温、保

护内脏。此外，脂肪还能供给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促进人体发育，维持皮肤毛细血管的健康，并参与

胆固醇的代谢。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也离不

开脂肪，它是脂溶性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的重要载体。

“女性之所以对脂肪深恶痛绝，是因为脂肪的

体积比较大，囤积在胳膊、腰腹、大腿等部位，让人

看起来比较臃肿，影响形体美观。”李钢表示，所以

女性会通过运动、减少食物摄入等方式，加速脂肪

的代谢。也有一些人希望通过抽脂手术达到立竿

见影的效果。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医师李

跃军介绍，抽脂手术的专业名称是“脂肪抽吸术”，是

通过专用抽脂设备将人体特定部位的多余皮下脂肪

组织吸出体外。

据近年的专业文献统计，抽脂手术围手术期

发生严重并发症的概率不超过 0.79%，其中术后感

染的发生率更低。不过，如果一次手术中抽脂部

位过多、抽脂范围过广、吸出脂肪的数量过大，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概率就会大大升高。

“全身大面积的抽脂是有风险的，但局部抽脂

相对安全，因此抽脂手术更适合局限性肥胖的人

群。”李钢认为，对于身体整体肥胖的人群可以先

通过运动、减重、限制饮食等方式减脂，对于局部

没有办法消除的脂肪再选择进行抽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脂肪对于女性来说更像

一把“双刃剑”，过多或者过少都无益于身体健

康。“通常女性更多地关注脂肪过多的情况，其实

脂肪过多或过少都无益于健康

此次杭州女网红小冉进行的是自体脂肪移植

手术，并不是单纯的抽脂。

“自体脂肪移植手术是整形医生常做的手术之

一，就是将抽出的皮下脂肪组织，经过加工纯化处理

后，再进行自体脂肪填充。”李钢介绍，一般将这些抽出

的脂肪用来填充皮下凹陷、缺损或者是畸形、颜面萎

缩、软组织发育不良等，随着美容外科技术的发展，目

前也用于面部年轻化、脸型雕塑、隆胸、丰臀等。

据介绍，自体脂肪移植术也是近年非常流行

的整形手术之一，有关脂肪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和

自体脂肪移植的临床研究发现，自体脂肪是比较

理想的填充物，其中含有的干细胞等成分在组织

再生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自体脂肪不会出现自体排斥现

象，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移植后的新脂肪出现不

被吸收的可能。”李钢说，做完自体脂肪移植后，脂

肪没有被机体吸收，就会形成脂肪包裹的油滴造

成鼓包；若部分脂肪被吸收、部分脂肪没被吸收，

则会导致皮肤凹凸不平。

李跃军表示，进行脂肪移植操作的医生必须

具备扎实的脂肪医学基础理论功底并掌握规范化

的操作技术。如果手术医生团队操作技术不熟练

或操作不当，就可能造成脂肪误入血管，发生脂肪

栓塞。虽然在脂肪移植术中发生脂肪栓塞堵塞血

管的概率很低，但是一旦出现就可能导致失明、脂

肪移植部位软组织坏死等问题。

自体脂肪移植对医生技术要求高

小冉接受这样一个难度并不算特别高的整形

手术，却命丧于此，原因几何？对此，李钢分析说，

小冉本身并不胖，做的项目是“腰腹部抽脂修复+双

上臂抽脂+自体脂肪隆胸”，这说明小冉以前已经抽

过脂了。她的身体脂肪含量本就不算多，此次抽脂

部位集中在腹部，因此腹部可能伴有大量粘连，手

术分离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内部组织牵拉损伤，包

括后来的大片瘀斑和皮肤感染，都是因为皮下没有

太多脂肪等所导致的。

“抽脂时，为了能搞到足够隆胸的脂肪，医生只

能到深层去‘搜刮’脂肪。可能医生用抽脂针拼命刮

的时候，就在某个肌肉薄弱处，将抽脂针捅到了腹膜

里面，因为本有大量粘连，捅破腹膜的落空感并不明

显，医生可能未必感觉到。”李钢接着分析说，腹膜破

裂后，脂肪、血液或者麻醉肿胀液就可能涌入，导致

小冉出现腹膜炎体征，持续疼痛无法缓解，直到患者

自己疼痛难忍，打120被送至医院的ICU。

“其实，像小冉这么瘦的人，根本没有必要进行

抽脂手术，目前很多人都陷入了抽脂手术的误区。”

李钢解释，其实抽脂后体重减轻并不明显，而且抽

脂对减除内脏脂肪也没有任何作用，不能改善身体

健康状况。如果执意要多抽脂，还有可能因脂肪和

体液流失过多导致全身代谢紊乱危及生命。

像其他外科手术一样，在进行抽脂和自体脂

肪移植术之前，接诊医师均需要对患者进行常规

的体格检查和适应症的筛选。患有高血压、糖尿

病及心肺疾病等严重基础病的患者更需要进行严

格且有针对性的检查，以确保其能够耐受将要接

受的麻醉和手术操作。

李跃军表示，对于抽脂和脂肪填充手术方案

的制定，患者和医生需要在术前做深入的交流和

沟通，共同制定合理、安全的手术计划。这类手术

都是有创的，执行手术操作的医生必须是有专业

资质的整形美容外科医师，手术必须在有相应资

质的正规医疗机构的手术室内完成。

最后两位整形科医生都再次强调，希望小冉

的悲剧能警醒各位爱美人士，一定要选择正规的

医疗美容机构、有经验的主诊医师、接受全面的术

前检查并与医生进行充分的术前沟通，这些都是

医疗安全的保障。

整形手术有风险爱美更需谨慎

不能显著减重不能显著减重、、不能改善健康状况不能改善健康状况、、还可能有手术风险还可能有手术风险

想靠抽脂想靠抽脂““躺瘦躺瘦”，”，您悠着点您悠着点

其实抽脂后体重减轻并不明显，而且抽脂对减除内脏脂肪

也没有任何作用，不能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如果执意要多抽脂，

还有可能因脂肪和体液流失过多导致全身代谢紊乱危及生命。

李钢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与医疗美容科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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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山庄里，10多个年轻人身着各色古装，有

的手持佩剑、有的轻纱遮面，一番唇枪舌剑，找出

血洗山庄的幕后凶手……这不是古装剧拍摄现

场，而是如今在年轻人中最火爆的游戏——剧本

杀的游戏现场。近年来，随着《明星大侦探》《萌探

探探案》等综艺节目的热播，这个来自西方的游戏

在我国火了起来。

《2021 实体剧本杀消费洞察报告》显示，预估

到 2021 年中国实体剧本杀市场规模将达 154.2 亿

元，消费者人数有望达 941 万。相关数据显示，国

内目前经营剧本杀的门店已超过 4.5万家，今年有

望超 5万家，甚至可能突破 7万家。

剧本杀走红速度如此之快，那么它到底好玩

在何处？

满足人们对“烧脑”的渴望

剧本杀的一大魅力，就在于它能满足人们对

“烧脑”的渴望。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人类不仅不排

斥动脑，甚至有时会刻意寻找“烧脑”的机会。人本

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其表述为“认知需要”，并将

其补充进了他的“需求层次理论”，专门指代人类对

于获取和理解知识、满足好奇的需求。其实，霸屏

许久的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孩子们追看的《名侦

探柯南》、风靡世界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这

些广受欢迎的文艺作品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人们

对于探案、推理等“烧脑”行为的喜爱。

当游戏进入尾声，凶手的真面目被揭开、真相

大白，往往是剧本杀游戏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研究人员约翰·库尼奥斯就发

现，一个人体验到“顿悟时刻”的瞬间，大脑内的伽

马波就会异常活跃，这意味着此时人们体验到了

某种快感，这种感觉通常在品尝美食、获得社会成

就等时能感受到。

有人沉浸在科学研究中，通过不断发现新知

来满足认知需要；有人热衷冒险，通过向未知的世

界发起挑战，满足自己对探索的追求。而剧本杀，

则类似一种“安全的探险”，它让无数在都市里忙

忙碌碌的打工人，能以较低的成本体验到“烧脑”

的快感。

偶尔我们也需要摘下“面具”

“人格面具”由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卡尔·荣格

提出，是指人们对外部世界所展现出来的形象。

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身份千变万化。披上工作服，

你是打工人；伴侣面前，你是妻子或丈夫；儿女面

前，你是严父或慈母……人生如戏，我们就如舞台

上的演员，通过扮演各类角色、带上各式“面具”，

逐步完成社会化。

不过，“人格面具”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面

具”戴得太久了，就可能难以“出戏”。如文学家纳

撒尼尔·霍桑所说，如果有人长期对自己一副面

孔，而对别人另一副面孔，那么最后他自己也会分

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在适应各种身份的过程

中，我们也很容易迷失真实的自己，把我们本身具

有的、但不符合社会角色要求的部分“自我”压抑

在无意识的“阴影”之中，很多我们忽略和没发展

起来的积极或消极特质也一并被“掩埋”。而“人

格面具”越强大，我们就越难接受自己的“阴影”部

分，导致潜能受到了限制。

剧本杀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让我们短暂实现了

“去角色化”。至少在游戏的数小时内，我们卸下了

平日生活里的众多“面具”，放下了那些束缚我们已

久的价值观和规则，让压抑许久的“自我”能喘口

气。此外，如果你饰演的某个角色恰好与你压抑的

内在特质相匹配，那它们就可能“重见天日”，你也

赢得了一个重新认识潜在“自我”的机会。

换副“眼镜”感受世界多元性

哲学家叔本华曾说：“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眼

界当成是这个世界的极限。”即便是面朝同一棵

大树，木匠眼中它是木材、画家看到了色彩和色

调、植物学家则观察它的形态特征。我们的社会

角色就像一副“有色眼镜”，我们透过它看到了不

一样的世界，但“眼镜”戴在脸上的时间太久，我

们就很容易错把自己眼中的世界当成那个“唯

一”。而剧本杀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能让我们

暂时换上别人的眼镜，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多

元性。

美国心理学家雅各布·莫雷诺很早就发现了

角色扮演有助于人们拓展世界观，并且以此创立

了心理剧疗法。在该疗法中，个体通过扮演其他

角色（如家人、朋友等），来体会该角色的情感与思

想，从而改变过往的行为模式，甚至激发出自己的

创造性潜能。而在剧本杀中，玩家也能借由不断

模仿和内化各类角色，进而丰富自己的角色目录，

使自己的知觉范围得以扩大。如果玩家能将这种

经验运用到生活中，或许可以获得过去未曾有过

的思考模式、打开生命的“新窗”。

因此，剧本杀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演绎他人。

只有用他人的眼睛看、用他人的耳朵听、用他人的

心去感受，共情能力才能够提高，让我们从名为

“自我”的孤岛中走出。因此，尽管故事是虚构的，

但玩家获得的成长和感动却是真实的。这虽然只

是游戏，但它仍能映射出我们人性中或美好或真

实的一面，从而拓展我们人生的广度。

（作者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剧本杀带给你的，不只有“烧脑”的快感

编者按 更年轻、更漂亮，做人群中最闪

耀的仔，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心愿。于是，继

护肤、化妆之后，医疗美容（以下简称医美）

一跃成为变美“利器”。打水光针、做光子嫩

肤能美白；打玻尿酸、肉毒素可除皱……不

过，现实中并非所有医美项目都尽如人意，

有些不仅没能美容反而毁了容，有些则存在

较大健康风险。为了让广大爱美人士规避

美丽陷阱，生活版特推出“辨美”栏目，剖析

热门医美项目或医美产品，让读者朋友们美

得明明白白。 炎炎夏日，人们在外出时都会给皮肤做好防晒。不过，你给

眼睛防晒了吗？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全世界有

超过 200 万例白内障病例可能是由长期阳光暴晒所致。美国的

一项研究也发现，每天晒太阳超过 5 小时以上的人，其发生老年

黄斑变性的几率是日晒不超过 2 小时的人的两倍。

对此，黑龙江省医促会眼视光与眼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

江苏苏州市高新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周丹表示，在夏季，对于一

些有基础眼病的老年人、白内障患者做好眼部防晒很有必要，同

时少年儿童也要加强眼部防晒。

长期暴晒或导致白内障

白内障是临床中十分常见的致盲性眼病，它是由于眼睛晶

状体出现混浊而引起的视力下降。人的眼睛犹如一部照相机，

晶状体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而患上白内障时，就如同照相机

的镜头变混浊了，导致难以拍摄出清晰的照片一样。白内障往

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而且缓慢发展的，除了常见的视物模糊、

视力下降，还有视物颜色变暗、夜间视力下降、视物图像褪色或

泛黄、对光线及眩光敏感等表现。

“就像人老了长白头发一样，白内障几乎每个人都会得。”周

丹解释说，人老了眼睛也会“老”，这是个不可避免也无法抗拒的

自然过程。有专家统计，我国 60 至 89 岁人群中白内障发病率约

为 80%，而 90 岁以上人群白内障发病率高达 90%以上。如今，眼

睛老化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白内障年轻化的趋势已越

发明显，甚至连十几岁的孩子也可能患病。

周丹在临床中观察到，在海拔高、日照强烈的地区，白内障

的患病率相对较高。

西藏拉萨市林周县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旦增多吉表示，我国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与平原地区相比，紫外线的辐

射强度较大，空气中含氧量较少，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相对落后的

医疗条件，使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地区白内障的发病率比我国

其他地区高出约 60%。

“这都说明了强烈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国内外大量研究

早已证实，白内障与强烈的阳光照射尤其是紫外线照射有密切

关系。”周丹表示，根据波长的不同，紫外线分为长波紫外线、中

波紫外线、短波紫外线和真空紫外线。其中，真空紫外线无法在

空气中有效传播；短波紫外线波长较短，易被臭氧层吸收；到达

地球表面的紫外线主要由长波紫外线与小部分中波紫外线组

成，后两种紫外线对眼部健康最具杀伤力，也会诱发白内障。

“这部分紫外线会促使眼部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自由基，促

成白内障，还可能引发黄斑部病变。”周丹表示。

并非人人都能戴墨镜护眼

最有效地减少紫外线辐射对眼睛伤害的方式，就是避开直

接照射。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专门设计了全球

紫外线指数，指数范围从 1 到 11+不等，当紫外线指数大于等于

8 时，建议人们避免户外活动。同时，气象专家告诉公众，云层

不一定挡得住紫外线辐射，即使在多云的天气条件下也应注意

防晒。

人们到户外活动时，戴上宽边帽子，能有效阻挡强烈的阳

光，但宽边帽子难以屏蔽掉紫外线，紫外线仍可能进入眼睛。对

此，旦增多吉表示，具有紫外线防护作用的镜片可较好地保护双

眼，佩戴墨镜不失为一个好选择。研究显示，墨镜可阻挡 99%的

紫外线。

此外，周丹表示，选择墨镜时，要看是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

有的墨镜可能只是在镜片上增加了一些颜色，实际上并没有过

滤紫外线的作用。没有阻挡紫外线功能的劣质墨镜，更容易导

致眼部损伤。这是因为戴这种墨镜人的瞳孔会扩大，紫外线反

而会比不戴墨镜时更容易进入眼睛，造成眼睛伤害。墨镜应有

防 UV 的标示，防 UV 的系数在 400 以上，才足以保护眼睛。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青光眼患者、小朋友不适合戴墨镜。”

周丹提醒道，戴墨镜会减少进入眼内的可见光，瞳孔会自然开

大，对青光眼患者来说会增加眼内房水循环的障碍，容易诱发青

光眼急性发作，出现眼红、眼痛、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急剧下降

等症状。而 6 岁以下的儿童视觉功能还没有发育到正常水平，长

时间戴墨镜会影响视觉发育。

“佩戴墨镜也要注意眼部的放松，在没有阳光的阴凉处，可

以把墨镜摘下来，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休息一会儿。”周丹建议，

平时还可多吃保护眼睛的食物，多补充新鲜蔬菜和水果，果蔬内

富含抗氧化物和维生素 C 等，有助于暴晒后损伤的恢复。

白内障竟能“晒”出来

夏日出行也要给眼睛“打伞”

脂肪过少对于女性的健康影响也很大。”李钢介

绍，有研究表明，女性体内脂肪含量至少要占体重

的 17%，才会出现月经初潮。而要维持正常的月

经周期和受孕、怀胎、哺乳，女性体内脂肪量必须

超过体重的 22%。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重过轻的

女明星在备孕的时候要先增加体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