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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话

◎本报记者 陈 曦

辨 美

有科学研究发现，阅读

八卦信息能激活人类大脑中

的奖励系统，而这很可能意

味着人脑将八卦识别为某种

奖励，进而产生了愉悦感。

从行为主义心理学角度来

看，这种愉悦感是一种正强

化物，当它紧跟在某种行为

后出现，会让该种行为得到

强化，进而让人上瘾。

长知识

目前外用的生长因子

是安全有效的，有促进伤

口愈合的作用。不过，需

要强调的是，生长因子只

能外用，注射或口服都是

违法的，是被国家明令禁

止的。

李钢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与
医疗美容科主任医师

2021年开年至今，娱乐圈已出现数次“地震”，

微博也掀起了多阵“吃瓜”旋风。各种重磅八卦新

闻一次次霸占社交网络，令广大“吃瓜”群众目不

暇接，甚至有网友戏称 2021年为“瓜年”。

那么，大家为何如此热衷于“吃瓜”？今天我

们就从心理学角度来一探究竟。

背后隐藏着对优越感的追求

畅销书《人类简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一

大群人想合作共处，‘说坏话’这件事十分重要。”从

进化心理学角度来看，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曾长期

处在粮食匮乏、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他们不仅知道

怎么躲开狮子老虎、怎么捕鱼猎鹿还远远不够，更

重要的是，还要知道部落里谁和谁有矛盾、谁和谁

交情好……这些八卦消息在该书作者看来，在一定

程度上有助于部落成员联络感情，促进他们之间的

合作，这也是人类种族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认为，人们热

衷谈论八卦的背后，隐藏着对于优越感的追求。

明星是聚光灯下的宠儿，他们所拥有的美貌、财

富、名声，无一不是普通人所渴望的，这极易诱发

崇拜心理。而这种崇拜也暗含着某种“你有我无”

的自卑心理，因此当明星稍有负面新闻曝出，普通

人被压抑的自卑感便可能会被优越感所取代。曾

经抬头仰视的人，如今被“踩”在脚下，“吃瓜”群众

借此短暂地站上道德高点。

困于八卦消息的“茧房”

普通人聊八卦，表面说的是闲话，其实说的是

感情。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看到，几分钟前，在

酒桌上“相顾无言”的一群人，可能就因无意间说

了点八卦，顿时就变得相见恨晚。多少哥们儿、闺

蜜、亲戚就是因为八卦，才有了聊不完的话题。

既然八卦有这样的好处，也就意味着它容易

让人上瘾。

有科学研究发现，阅读八卦信息能激活人类

大脑中的奖励系统，而这很可能意味着人脑将八

卦识别为某种奖励，进而产生了愉悦感。从行为

主义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愉悦感是一种正强化

物，当它紧跟在某种行为后出现，会让该种行为得

到强化，进而让人上瘾。

如今，各类媒体持续生产八卦信息，一些 App

的信息供给也是“投其所好”，如果你点过几条八

卦新闻，它就会源源不断为地你推送下去。这样

人们接收到的内容就会变得愈加单一、同质，如此

下去受众将不知不觉被困于“信息茧房”。原本人

们聊八卦是希望获取更多消息、扩大社交面，但在

这种形势下，它可能本末倒置，使人们困在八卦之

“蛹”中，反而使信息接收的维度变窄。

理性“吃瓜”切莫全情投入

不过，存在即合理。如前所述，谈论八卦是人

类自古以来就有的习惯，如果完全拒绝显然不切

实际。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规避由“吃瓜”带来的

负面影响呢？

笔者认为，节制“吃瓜”的第一步，就是正视自

己的对于“瓜”的需要。我们要做的，不是完全压

制这种需求，而是要适度满足。对于各种娱乐消

息，我们看看则已，切莫全情投入。

其次，要走出思维误区。很多人以丰富谈资

的目的去关注八卦消息，但最终反而被困在八卦

之“蛹”中。此类人往往有一个思维误区，觉得知

道的“瓜”越多，就越能成为社交圈中的红人。但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知道点儿

八卦很可能让你更好地融入社交圈，但从资源分

配的角度来看，你浏览八卦信息的时间越多，那你

跟朋友聊天的时间就会越少。所以获取的八卦信

息量与社交质量，两者之间是一个“倒 U 形曲线”

的关系，而非线性关系。

最后别忘记，负面八卦所带来的优越感只是空

中楼阁。即使明星从神坛跌落，那也不代表你就变

成了一个富有、美丽、受欢迎的人。那一刹那的优

越感，只不过是大脑产生的错觉，如泡沫般虚幻。

（作者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吃瓜”会上瘾，八卦要节制

10月 20日是世界骨质疏松日。专家表示，骨质疏松症是可防

可治的慢性病，应该坚持从生活方式入手早做预防，中老年人应早

诊断、早治疗。

骨质疏松症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骨骼疾病。“疼痛、驼背、身高

降低和骨折是骨质疏松症的特征性表现，但有许多骨质疏松症患

者在疾病早期常无明显的感觉。骨折是骨质疏松症的直接后果，

轻者影响机体功能，重则致残甚至致死，常见的骨折部位是胸腰

椎、髋部和手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步建立说。

专家表示，骨质疏松症可防可治。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

任夏维波建议，首先要均衡饮食，增加饮食中钙及适量蛋白质的摄

入，低盐饮食。“钙质的摄入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症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嗜烟、酗酒、过量摄入咖啡因和碳酸饮料会增加骨质疏松的

发病危险。”

其次要适量运动。夏维波表示，运动可以使骨骼更强壮，还有

助于增强机体的反应性，改善平衡功能，减少跌倒的风险。中老年

人群也需要适当进行体育锻炼，有助于肌力的提高和骨质疏松的

预防。

再者要增加日光照射。“在我国饮食结构中，所含维生素 D 非

常有限，经常接受阳光照射会对维生素 D 的生成及钙质吸收起到

非常关键的作用。”夏维波建议，正常人平均每天至少需要 20分钟

日照。

“相对于不治疗而言，骨质疏松症任何阶段开始治疗都不晚，

但早诊断和早治疗会大大受益。高危人群应尽早到正规医院进行

骨质疏松检测诊断治疗。”步建立表示。

世界骨质疏松日将至

强劲骨骼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外出的人不算少，其中很多人选择

去野外领略自然风光。若在野外遇上“萌萌”的小动物，我们总忍

不住和它们拍张合影。

不过，你知道和野生动物拍张合照，要冒多大风险吗？

昆虫：大部分对人无害

作为昆虫学硕士，笔者常要去野外采集标本。一般人在野外

看到虫子，都会觉得它们有毒、会蜇人，避之不及。但事实恰恰相

反，它们其实是相当安全的一类动物。

因为昆虫和人的亲缘关系太远，很少有共患病。昆虫学家在

野外考察时，拾取大部分昆虫都会直接用手拿。只有少部分，如马

蜂、毒蚂蚁，不能直接用手抓，因为它们会蜇人，但可以凑近观察。

总体来说，大部分昆虫对人无害，少量会蜇、咬人，但不传播疾

病；昆虫本身的疾病，大部分也不会传给人类。只有极少昆虫，我

们需要注意，比如蚊子和臭虫，它们确实会通过吸血传播疾病。

哺乳动物：可爱但高危

很多人觉得哺乳动物可爱，但事实却是，它们相当危险。因为

在各类动物中，哺乳动物和人的亲缘关系最近，所以其身上所携带

的病菌、寄生虫，更易感染给人类，尤其是野生哺乳动物。

此外，哺乳动物的毛发容易藏污纳垢，脏的程度超乎想象。北

京市区内有时会出现刺猬，很多人看到，都忍不住把它们捧起来。

但只要仔细看就会发现，很多野生刺猬身上沾满了蜱虫。这些虫

子会爬下来咬人，传播森林脑炎等疾病。

还有一种常见的哺乳动物——蝙蝠，看上去小巧玲珑十分可

爱，但其实它是多种病毒的宿主，比如狂犬病毒和“非典”病毒。因

此，即使是专业人员，在抓蝙蝠时也要戴手套。

海洋生物：水下的都别碰

再说说怎么接触海洋生物，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在海边漫步

时，只碰常见的东西；在游泳或潜水时，任何东西都别碰。

在海边漫步时，你能碰到的物种是有限的，一般都是潮间带生

物，比如牡蛎、贝壳、螃蟹等，还有一些小鱼，它们大部分比较安

全。不过，沙滩上也可能有个别鱼，比如篮子鱼，看着人畜无害，其

实它们的每根鳍条都有毒，人被扎到就会感到钻心的疼。所以，不

常见的鱼就别摸了。

如果准备潜水，负责任的教练一定会告诉你：任何东西都别

碰，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没生命的。因为潜水以后，能碰到的物种

就复杂了，碰到有毒生物的几率也更大了。

且不说水母和海葵可能把你蜇伤，用手去摸珊瑚礁，藏在里面

的珊瑚虫也会蜇人。倘若你摸了善于伪装成石头的玫瑰毒鲉，很

可能会丧命。

综上所述，在亲近野生动物前，首先我们要对其有足够的了

解，之后才能决定以何种方式去接触它们。

如果不了解，那就离它们远一点，千万不要做个好奇宝宝，东

摸一下、西摸一下。 （来源：科普中国）

接触野生动物有讲究

和人越“亲”可能越危险

◎张辰亮

如今，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不少网红博主都会

推荐一种名为“生长因子”的填充注射材料，称只

要将其注射到面部凹陷部位，就能促进该部位细

胞的生长，使其变为“自体填充物”，让原本“塌陷”

的部位饱满起来。

对此，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与医疗美

容科主任医师李钢表示，目前外用的生长因子是

安全有效的，有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生长因子只能外用，注

射或口服都是违法的，是被国家明令禁止的。”李

钢说。

此前有不少报道称，一些爱美人士因注射了

生长因子导致下巴疯长、额头鼓起大包等，让人们

一度谈生长因子色变。

“生长因子是一种细胞因子，它是一类通过与

特异的、高亲和的细胞膜受体结合，调节细胞生长

的多肽类物质。”李钢解释，生长因子会通过质膜

上的特异性受体，将信号传递至细胞内，作用于与

细胞增殖有关的基因，以影响细胞的生长或分

化。简而言之，生长因子就是能够促进细胞生长

和增殖的物质。

人体就分泌多种生长因子，它们调节、控制着

机体细胞的生长、发育、代谢、衰老等生命活动。

“从生理学角度来讲，生长因子分为 3种，其中

有美容作用的生长因子有 2种。”李钢介绍，第一种

是表皮生长因子，这种生长因子可促进表皮的生

长，能刺激基底细胞的分裂，从而修复受损表皮；

第二种是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它可促进胶原蛋

白的生长，有助于真皮层的恢复。这两种具有美

容作用。第三种是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可促

进血管和淋巴管的生长。

在临床上，生长因子是一种正规的外用药物，

在皮肤受伤后，无论是急性或是慢性伤口，涂抹上

生长因子后，都能加速皮肤伤口的愈合。“皮肤老

化其实就是一种皮肤的慢性受伤，这也是生长因

子能够用于美容的原理。目前，表皮生长因子和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也被广泛用于医学皮肤护

理。”李钢表示，生长因子可修复受损皮肤（角膜和

表皮损伤）和接受激光手术后的皮肤。它能使表

皮再生，协助皮肤形成健康的屏障。这个屏障非

常强大，可使皮肤的保温、抗过敏、抗辐射能力都

得到提升。

不过，李钢强调，不管作为药物还是美容产

品，生长因子的使用方法仅限于外用，一般的使用

方法为涂抹或喷涂。

使用方法仅限于外用

“外用的生长因子是安全有效的，可作为治疗

药物使用，但国家只批准了其作为外用药使用，如

果注射或口服都是违法的，在正规医院是根本不

可能出现生长因子注射剂的。”李钢表示。

注射后细胞或出现无序生长

尽管国家明令禁止，但因注射生长因子而导

致毁容的事故，仍常出现在新闻中。

“整形美容行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一种

所谓‘高科技产品’，这些新产品很可能只是违禁

注射填充物换个‘马甲’而已。‘冻干粉’‘生长肽’

‘干细胞’‘青春素’……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产

品，其实就是生长因子。”李钢提醒，很多求美者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射了这些披着“新衣”的生

长因子，一旦发现注射区异常隆起，且持续增长，

建议尽快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

那么，如果有填充需求，广大爱美人士可以选

择哪些产品呢？

“注射填充最为常用的是透明质酸（玻尿酸），

人体皮肤本身就含有大量的透明质酸，它是皮肤

的保湿因子，被注射进人体后，可以膨胀至原来的

500 至 1000 倍。除了保湿、体积膨胀的特性外，它

还具有生物稳性、不易转移及不容水性，这也使得

透明质酸的填充效率和安全性极高，是很好的组

织填充物。”李钢指出，像水光针中也含有透明质

酸成分。

由于注射美容属于微整形，很多爱美人士觉得

它的副作用小、恢复快，因此这一类项目颇受追捧。

对此，李钢提醒，即便是微整形，也不代表“没风险、

微风险”。“微整形的‘微’的确有微小损伤的意思，但

并不意味着简单易行，更多的是指技术的精微、微

妙。进行这些医美项目的时候，爱美人士需要擦亮

双眼，找正规的医疗机构和有资质的专业医生进行

微整形，而不要把微整形弄成了‘危整形’。”他说。

相关专家表示，在注射玻尿酸时，由于进行注

射的工作人员没有受过专业正规的医学教育，再

加上不了解面部解剖结构，造成患者血管栓塞和

神经损伤的情况并不少见，严重的还可导致皮肤

坏死，甚至致人失明、偏瘫、死亡。

“近年来，‘颜值经济’和‘悦己消费’蓬勃增

长，医美行业如雨后春笋。旺盛的需求不仅促进

了市场的发展，也催生了不少行业乱象。为了避

免‘踩坑’，广大爱美人士不要盲目跟风，不要哪个

产品‘火’就去轻易尝试。要多了解一些医美知

识，并选择正规医院或美容机构进行医美操作。”

李钢再次强调。

生长因子常换“马甲”出现

想毁容想毁容，，打一针生长因子就够了打一针生长因子就够了
资料显示，很多因使用生长因子而导致毁容

的患者，都是注射了生长因子或含生长因子的药

物。一些人在注射生长因子后导致面部畸形生

长，例如皮肤出现不规则的隆起等。

“生长因子在被注射到人体后，其所发挥的

促生长作用是不可控的，会导致一种无序、杂乱

的生长，由此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李

钢表示。

首先，生长因子被注射进人体后，会刺激注

射部位周围皮肤细胞迅速繁殖增生，导致组织无

限生长或异常生长，皮肤会出现发红、发硬等症

状，新长出的组织往往超过预期的大小，最终甚

至可能导致毁容。

其次，一旦出现问题，要想把生长因子取出来

是非常困难的。即便医生进行了取出操作，也难

以保证绝对无残留。“生长因子在某个部位哪怕只

留存了一点点，该部位就能疯狂生长。”李钢说。

此外，被注射者还可能因注射的人为因素造

成毁容。比如，由于注射手法或者操作不当，导致

生长因子被注入大血管引起血管栓塞；针孔感染

引起皮肤化脓，形成疤痕甚至疤痕疙瘩。

“总之，目前我国没有批准任何生长因子类填

充药物，含生长因子的药物均禁止用于组织填

充。”李钢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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