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活
SMART LIVING

8 责任编辑 许 茜

2021 年 11 月 5 日 星期五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杨剑兰

心理话

◎本报记者 陈 曦

辟 谣

长知识

◎朱广思

“强迫性购物障碍”是

一种精神障碍，有以下典型

表现，包括无法控制自己的

购物欲、每次购物后都有强

烈 的 负 罪 感 、巨 额 负 债 消

费、每天花大量时间浏览购

物网站等。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节，几乎每

年“双十一”都有类似“一夜花光 5 万”这样的新闻

曝出，部分消费者的购物欲在这场消费庆典中变

得不可控制。在心理学家看来，这类人群很有可

能患上了“强迫性购物障碍”。

这种心理疾病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探

究竟。

是一种精神障碍、成瘾行为

早在 100 多年前，德国心理学家艾米·克雷丕

林就提出了“购物癖”的概念。不过，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精神健康领域才开始正式研究这一

现象，并将之称为“强迫性购物障碍”。虽然美国

精神医学学会制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 5 版）未将“强迫性购物障碍”列入精神疾病诊

断条目，但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强迫性购物障碍”

也是一种精神障碍。

心理学家凯利特和博尔顿于 2009年给出了关

于“强迫性购物障碍”的定义，他们认为它是由无

法控制的冲动引发的过度消费，患者在购物上花

费大量时间和金钱（通常由负面情绪引起），最终

导致其出现人际和经济上的困难。

“强迫性购物障碍”的典型表现，包括无法控

制自己的购物欲、每次购物后都有强烈的负罪

感、巨额负债消费、每天花大量时间浏览购物网

站等。

心理学家倾向于将上述行为归为成瘾行为，

认为这些“购物狂人”在买东西时，他们的大脑会

持续分泌出让人感到愉悦的多巴胺（人脑内分泌

的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原本买 10 件就能获得足

够的快乐，但形成疯狂购物的习惯后，需要买 30件

才能感受到快乐。倘若强行停止购物行为，他们

还会出现焦虑、不安等戒断反应。这个过程跟药

物成瘾、赌博成瘾一模一样。

创伤与孤独使人强迫性购物

从强迫性购物障碍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

其主要诱因是患者的负面情绪。那么，哪些负面

情绪会让人购物成瘾呢？

其一是创伤性匮乏感。

什么叫创伤性匮乏感？我们来看个案例。有

个女孩，家境贫穷，小时候缺衣少食。她 10 岁时，

因为穿打补丁的衣服上学被同学嘲笑，12 岁时想

买一双亮晶晶的凉鞋被父母狠狠呵斥。这些不好

的感觉被“刻”进了她的潜意识，形成了创伤体

验。等长大有经济能力后，她疯狂地买衣服、鞋，

即使家里已经囤了上百双各式各样的鞋，但她永

远觉得自己还差一双鞋。

创伤心理学认为，创伤如果不经疗愈，会一直

伴随着我们，而且会驱使我们做一些非理性的

事。在这个案例里，这位女士缺的不是鞋子，而是

小时候的创伤未被很好地抚慰。购物是一种自我

安抚的方式，尽管它不理性。

其二是孤独感。

孤独使人成瘾。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当你感

受不到与人的联结、被孤独感吞噬时，很容易沉

迷手机，要么购物要么玩游戏、刷视频。温哥华

心理学教授布鲁斯·亚历山大做了一个关于老

鼠成瘾的实验，他把一瓶清水和一瓶掺有海洛

因的毒水放进老鼠笼里。如果这个笼子空空荡

荡，只有一只老鼠，那这只老鼠总喜欢喝毒水，

然后很快死去。但如果笼子里有很多老鼠相互

做伴，且有丰盛的食物、五颜六色的小球以及各

种小隧道，这些老鼠几乎都只喝清水，没有一只

老鼠贪恋那瓶毒水。通过该实验，这位教授发

现：成瘾不是因为控制力差，而是因为没有联结、

孤独。现代社会结构，让每个人几乎都活成了孤

岛，人们通过购物或游戏与社会产生联结，缓解

孤独体验。

除了创伤与孤独，压力大、焦虑、抑郁也会促

使人们强迫性购物。购物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

够缓解压力、获得快乐。

这些方法能帮你抑制购物欲

如果自己或亲友出现了类似症状，我们该怎

么做？发展到什么程度需要接受专业治疗？

笔者建议，首先可建立现实社交，多与亲朋好

友联结，不被孤独感淹没；其次，可养成记账习惯，

坚持记录，可减少盲目消费；再次，不要使用信用

卡，尽可能用现金消费；最后，用有益的方式如看

书、运动、与人倾诉、接触大自然等方式缓解负面

情绪。

如今，不少 App 上会有一些非理性消费互助

小组，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购物欲，不妨试试加

入这些互助小组。

如果以上方式都无法阻止你或亲友的疯狂购

物行为，且由于疯狂购物出现债务危机、引发家庭

剧烈冲突、同时伴随强烈痛苦，这时候建议寻找专

业心理医生进行治疗。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控制不住“剁手”？这可能是病！

在谣言榜上，健康类话题一直名列前茅，人们

一不留神就会踩到“坑”里。它们有的是借由新热

点炮制出来的，有的则是改头换面后卷土重来。

上个月，这样的谣言就有不少：兽药伊维菌素

是治疗新冠的“神药”；扎一针就能染上艾滋病；有

些人畏寒是因为“怕冷体质”；健身神器泡沫轴能

瘦小腿……

今天，科技日报记者就对 10月谣言进行盘点，

帮您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最近，关于“美国、印

度等国用兽药伊维菌素治疗新冠肺炎”的消息被

传得沸沸扬扬。一时间，伊维菌素这种兽药被奉

为治疗新冠肺炎的“神药”。

大家希望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问世，这一愿望

是美好的，不过事实证明，该治疗方法并不靠谱，在

美国已经出现了“以身试药”导致中毒的事件。

据介绍，伊维菌素是一种广谱抗寄生虫药，主

要应用于消灭牛、羊、马、猪等动物胃肠道中的各

种寄生虫，以及家禽胃肠线虫和体外寄生虫。

把这个兽药推上“神坛”的，是一则传闻。澳

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团队在《抗病毒研究》杂志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伊维菌素可在 48 小时内抑

制新冠病毒生长。不过，这项研究结果是有前提

的——伊维菌素在体外实验中能抑制新冠病毒生

长，但并不清楚其对新冠病毒发挥作用的机制，也

没有证据能证实其治疗人体内新冠病毒的效果。

伊维菌素的制造商之一美国默克公司表示，

现有数据并不支持使用该药物作为新冠肺炎的治

疗药物。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也为此发出声

明，FDA 暂未批准将伊维菌素用于治疗或预防新

冠肺炎。大剂量服用这种药物是危险的，可能造

成严重危害。

兽药伊维菌素是治疗新冠的“神药”？

真相：不能治愈新冠，大量服用很危险

最近，有两名广州网友先后在网上发文称自

己在天河某商场被人用针头扎伤，担心感染艾滋

病，于是去医院进行检查并服用了艾滋病阻断

药。早在 20 年前，我国就有类似“艾滋针”事件的

报道，最近借由此事，有关“扎一针就能染上艾滋

病”的消息开始在网上疯传，制造紧张情绪。

“一般来说，病毒离开人体后不会存活很长时

间。研究表明，在实验室中培养的艾滋病病毒暴露

在空气中时，会在几个小时内失去 90%到 99%的感

染能力。”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马

萍介绍，人接触干燥的、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精

液或其他体液几乎没有风险。针头在扎人的瞬间，

所携带的血液非常少，病毒含量就更少了，而且少

量的血液极易在空气中凝固，失去感染性。

大量研究证明，导致艾滋病传播的各种行为

中，针刺伤的感染几率约为 0.3%（实心针的概率则

更低）。

那么，假如不幸在街上被针扎，我们该怎么处

理呢？

马萍介绍，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马上在伤口

被“艾滋针”扎一下就能染上艾滋病？

真相：针刺伤的感染几率仅为0.3%

天气转凉，人们开始增添衣服。但在同样的

气温下，有些人穿着风衣就觉得可以了，有些人则

必须穿上羽绒服才敢出门，人们对“寒”的感知程

度似乎不太一样，于是就流传出有些人畏寒是因

为“怕冷体质”的说法。

“医学里没有‘怕冷体质’这一说法。”天津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副主任

医师周胜元介绍，中医讲“畏寒”多是指身体受到

外在寒邪侵袭，而与“怕冷体质”无关。

西医认为，有些人特别怕冷与人体新陈代谢

的速率有关。新陈代谢慢、基础代谢率低的人，就

更容易感到寒冷，比如缺乏运动的青年女性、老年

人，以及某些疾病患者（如甲状腺功能减退）；反

之，新陈代谢速率快、基础代谢率高的人，就能有

效抵御寒冷。

那么，这些怕冷的人该如何过冬呢？

周胜元建议，从中医角度来看，这些人需在日常

调养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饮食上，要多食

温性、温热的食物，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如西瓜、黄

瓜、莲藕、梨等；其次，要加强体育锻炼，选择适合自

己的运动项目，如体弱者可选择瑜伽、太极拳、五禽

戏等活动：再次，要避免受风寒湿邪，生活起居需有

规律，戒烟酒、舒情志、少烦忧；最后，可常用艾条灸

命门、关元、中脘、足三里以温补脾肾，强壮身体。

有些人畏寒因为他是“怕冷体质”？

真相：怕冷和新陈代谢速率有关

如今，运动健身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运动

后喜欢用泡沫轴放松肌肉。最近，网上有传闻

称，泡沫轴又添了一个新技能——瘦小腿。不少

人还为此现身说法，称自己用了泡沫轴后整个腿

瘦了一圈，而且不只是瘦腿，有些人甚至靠它瘦

背、瘦腰……

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系教授谭思洁表

示，很多人感觉泡沫轴可以瘦腿，其实是运动加上

放松相结合产生的综合效应，而真正让人瘦腿的

是运动，而非泡沫轴。

“泡沫轴是由特定材料制成的实心或空心的

圆柱形滚轴，其主要作用是放松肌肉。”谭思洁介

绍，在高强度运动后，肌肉会紧张，滚压泡沫轴可

使肌肉和筋膜得到舒缓，通过主动运动和被动按

摩相结合，能让紧张的肌肉得到拉伸。同时，滚压

泡沫轴还能促进人体血液循环。

“从原理上来看，滚压泡沫轴和按摩没啥两

样。按摩不能让小腿部位的肌肉、脂肪、水分减

少，同理滚压泡沫轴也做不到。”谭思洁表示，不过

滚压泡沫轴后，可以把持续紧张的肌肉拉长，在视

觉上会暂时觉得腿围变小了。不过，这和橡皮筋

抻长变细是一个道理，很快就会恢复原状。

“因此，想‘躺平’仅靠泡沫轴按摩瘦腿是不可

能的。”谭思洁强调。

用泡沫轴滚压可瘦小腿？

真相：泡沫轴只是辅助放松工具

兽药伊维菌素能治疗新冠兽药伊维菌素能治疗新冠、、被被““艾滋针艾滋针””扎会得艾滋病……扎会得艾滋病……

1010月月，，健康领域是谣言健康领域是谣言““重灾区重灾区””
周围轻轻挤压（但切记不要过于用力），尽量把血

液挤出；其次，用清水冲洗伤口；最后，用碘酒、酒

精给伤口消毒。

“虽说在公共场合被针扎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

并不高，但是否需要服用阻断药物还应咨询专业医

生。”马萍提醒，假如被不明来源的针头扎伤，或与

艾滋病感染者或感染状况不明者，发生高危性行

为，必须要在 72小时内服用阻断药，而且服药时间

越早、阻断效果越好，最好不要超过 24小时（2小时

内更佳）。此外，一旦服药，必须连续服用28天。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前段时间，江苏南京滨江外滩上空飞过一群大雁。它们在空

中不断变换队形，时而呈“人”字形，时而呈“一”字形。

不少网友看到此景感叹道，看到了曾经出现在课本上的画面。

成群的大雁在飞行时为何要保持这样的队形呢？是为了整

齐，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大雁是雁亚科各种类的通称，常见的大雁有鸿雁、豆雁、斑头

雁和灰雁等。

在动物界，大雁以列阵飞行而闻名，它们一会儿排成“人”字

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些动物学家认为，它们之所以这样

做，并非因为个体之间有深厚的联系，主要是为了节省体力，以便

更顺利地完成长途旅行。

1970 年，研究人员利用空气动力学理论，首次给出了一个结

论：与独自飞行相比，一支由 25 只大雁组成的“人”字形编队可以

多飞 71%的路程。

呈“人”字形的大雁飞行队伍中，飞在最前面的头雁扇动翅膀，

其身后就会形成一个低气压区，紧跟在后面的大雁可以通过它来

减少空气的阻力，从而达到节省体能的目的。

不过，最前面的头雁就要相对累一些，它们很容易感到疲劳。

因此，当飞行路程很长时，雁群需要时常变换队形，轮流充当头雁。

（来源：科普中国）

大雁组队有智慧

排成人字省体力

给您提个醒

我国将迎来“立冬”节气。立冬时节是易感人群的“危机时

刻”，老人、儿童、体弱者应提早做好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

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预防和监测。

天气渐冷，呼吸系统和心血管最易“受伤”

“11月是寒潮次数最多月，随着冬季取暖期开始，公众还需预

防一氧化碳中毒，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中国气象局应急减

灾与公共服务司巡视员李明媚说。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近期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据医

院急诊科主任马青变介绍，立冬以后呼吸系统疾病增加最明显，包

括慢性阻塞性肺病、流感、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此外，随着每年

1月份前后流感高发，发热门诊也会迎来就诊高峰。

呼吸系统疾病高发也促使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上升。中国中医

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振鹏介绍，肺

炎、上呼吸道感染是心脏疾病的重要诱发因素，对于心脏功能不好

的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呼吸系统的感染甚至是第一诱因。随着

气温降低，人体外周血管比平时明显收缩，也能直接导致人体血压

升高，回心血量增加，心脏负担比平时加重，容易导致高血压、心脏

病患者症状加重，应时刻加以注意。

打疫苗、测血压，专家为重点人群过冬支招

张振鹏建议，进入立冬时节后，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一定要关注

血压变化。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胸疼，严重头晕等症状后，应立

即就医。“一些轻微的疾病变化出现时患者可能感觉不到症状，建议高

血压患者至少在早上起床后量一次血压，密切关注数据变化。”

吉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张维杰建议，冬季是流感高发期，

患者临床表现主要有发热、头痛、肌痛、乏力、咳嗽等。重症病例可

出现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休克等多种并发症，严重者可导

致死亡。目前，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60岁及以上

老年人、6 月龄至 5 岁儿童、孕妇、6 月龄以下儿童的家庭成员和看

护人员、慢性病患者和医务人员等，属于优先接种疫苗人群。

专家提醒，在冬季，肺炎对重点人群是一大威胁，应引起高度

重视。据介绍，在肺炎死亡人群中，65 岁以上老人占比高达

92.5%，因此，专家建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应及时接种肺炎疫苗。

此外，中医认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冬阳气收敛，不应过

度劳作。专家建议在秋冬季节不要过度劳累、熬夜、透支身体，但

依然要坚持进行体育锻炼。通过体育锻炼，人体可以保持兴奋状

态，增强中枢神经系统的体温调节功能，提高人的抗寒能力。但在

此时节锻炼不宜太激烈，健身操、太极拳或跳舞、打球等运动均是

立冬锻炼的不错选择。

立冬将至气温或暴跌

做好慢性疾病预防和监测

◎新华社记者 赵丹丹 林苗苗 高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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