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段时间，爱奇艺、腾讯、优酷等视频网站相继

宣布取消超前点播。消息一出，网友们纷纷拍手称

快。所谓超前点播，指的就是线上视频平台会员在

看完已更新的剧集后，想要继续看后面的剧集，就

需要额外花钱去点播。有网友认为，没必要超前点

播，等着更新就好，晚几天再看也没什么。但更多

网友表示，追剧追得兴起，怎么能忍得住。

那么，为什么追剧会上瘾呢？为什么再等几天

就能看到的剧情，不惜额外花钱也要先睹为快呢？

在剧情里躲避痛苦和压力

追剧上瘾和玩游戏上瘾的原因一样，都是为

了逃避痛苦、追求快乐。

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诸多压力又无力改

变时，有人便转向虚拟世界寻求快乐感和成就

感。心理学研究发现，成瘾高发期一般是在一个

人压力最大、挫败感最强的时候。处在高压的状

态下，人们容易游戏成瘾、追剧成瘾、烟酒成瘾。

那么，为什么追剧会上瘾？因为剧情的设计，

跟游戏的设计一样，精准地拿捏了用户想逃避痛

苦、追求快乐的心理诉求，持续激活大脑的奖赏通

路。这个奖赏通路，正是上瘾行为的生理基础。

影视行业总结了一个创作规律：女性观众喜

欢看“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男性用户喜欢看

“草根逆袭成英雄”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我们想

要获得完美爱情和事业有成，并不容易。但在影

视剧中，你只要将自己想象成男、女主人公，那便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影视剧创作者深谙观众心

理，他们知道观众想看什么、何种情节能让观众获

得快感、怎样设计剧集能让人上瘾。

延迟满足能力匮乏

在国内某知名视频平台上，一部热播古装剧

的最后 5集超前点播，被卖到了 30元。500万人为

此甘愿掏腰包，于是仅靠该剧超前点播的营收，上

述视频平台就赚了 1.5亿元。此后，设置超前点播

成了各大视频平台的常规操作。

那么，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愿意为超前点播

掏腰包呢？

追剧成瘾的人，很难忍住不超前点播。因为

有一项能力，他们是相对欠缺的，这个能力叫作延

迟满足，延迟满足是自我控制的表现之一，反映的

是一个人在面对诱惑时，能否为了长远收益，暂时

控制自己的即时满足冲动。追剧成瘾且忍不住购

买超前点播的观众，普遍都在寻求即时满足。延

迟满足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不被满足，意味着被剥

夺，这种感觉非常难受。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于

1966 年起，在一家幼儿园进行了著名的心理学实

验——糖果实验，以研究延迟满足对个人发展的

影响。

糖果实验的研究对象是幼儿园 4 岁左右的孩

子。研究人员让这些孩子每个人单独待在一个陈

设简单的小房间内，并给他们一块好吃的糖果，同

时告诉他们：如果马上吃掉糖果，只能吃一颗；如

果等 20分钟后再吃，工作人员会再奖励他们一颗，

也就是能吃两颗。有些孩子忍不住马上吃了糖

果，而有 1/3 的孩子能忍住糖果的诱惑，他们用睡

觉、唱歌等方式转移注意力，直到研究人员回来，

他们获得了额外的奖励。

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孩子几十年后的表现，

发现那些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有更好的学业表现

和事业成就，他们的抗压能力、冲动控制能力更

强，他们能为了长远目标抵御短期诱惑，更容易成

功。而缺乏耐心、需要即时满足的孩子，容易急

躁、遇到挫折更易退缩，也更容易放弃。

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欲望

别看超前点播只是花几块钱、几十块钱，但若

对欲望不加控制，放任即时满足，就会给生活带来

很多负面影响，比如过度超前消费。《中国年轻人

负债状况报告》显示，我国的 90 后人群只有 13.4%

没有负债，其余则平均负债 12.7万元。

要克服即时满足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就要

管理好自己的欲望，发展延迟满足能力、提高对挫

折的耐受力。同时，我们要学会用看书、冥想、运

动、社交等方式来排解压力。

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即时满足易使人成瘾

的机制，把它用在学习、工作上。比如，把学习、工

作任务分解成多个易完成的小任务，在每个小任

务完成后，给自己及时的奖励，让自己获得即时满

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成就感，减少对追剧、刷短

视频的依赖，以更加自信、乐观的态度来面对自己

的生活。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你追的不是剧，而是及时满足的快感

给您提个醒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徐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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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超

俗话说“民事以为天，食以安为先”。舌尖上

的安全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格外引

人关注。正因如此，为了博眼球，“有心人”会刻意

制造有关食品的谣言，这些谣言闹得人心惶惶，让

不少无辜的食物被拉进了黑名单。

上个月，这方面的谣言就出了不少：吃蚝油致

癌、超市大米不生虫是因为加了防腐剂、饮富氢水

能抗衰老……今天，科技日报记者就对 11 月谣言

进行盘点，帮您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先是味精，而后是鸡精，最近是耗油，这些老

百姓常用的调味品一个个被造谣者拉入致癌的黑

名单，而害这些调味品背上致癌黑锅的，是一种名

为谷氨酸钠的物质。

“蚝油最早是用生蚝熬煮制成的，而现在市场

上销售的蚝油，为了延长保质期、提升口感，会加

入一些添加剂，其主要成分是生蚝浓缩汁、白砂糖

以及谷氨酸钠等物质。其中，谷氨酸钠是蚝油香

味的主要来源。”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王浩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让

大家“谈之色变”的谷氨酸钠，是目前全球范围内

都认可的调味品，它是由谷氨酸（从小麦和玉米淀

粉中提取）与钠结合而成的。

谷氨酸钠在进入胃部后，受胃酸的影响会被

分解成谷氨酸和钠。对于人体而言，谷氨酸并无

致癌作用，反而与其他氨基酸一样，可构成人体组

织所需的蛋白质。不少食物中也含有该物质，比

如番茄、豆角、玉米、海带等。

还有传言称，谷氨酸钠之所以会致癌，是因为

在炒菜时，若温度超过 150 摄氏度，它就会在高温

下转化为焦谷氨酸钠，这种物质具有一定毒性、可

致癌。

对此，王浩表示，目前尚无任何证据表明焦谷

氨酸钠能致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致癌物清单》

中也未见其踪影。

除了“蚝油加热致癌说”，网上还有“耗油不

放冰箱冷藏会致癌”的说法。针对这一说法，王

浩表示，蚝油性质不稳定，在常温环境中，营养成

分容易被氧化，所以耗油说明书上一般会写“请

存放在阴凉干燥处、开盖后需冷藏”。不过，这不

等于食用未被冷藏的蚝油就会致癌，不能将二者

混为一谈。

吃蚝油致癌？

真相：所谓的致癌物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近日，网上流传一篇标题为《这些关于大米的

惊天秘密，你一定不知道》的文章，文中指出“超市

里卖的大米不生虫，是因为加了防腐剂和添加

剂”，这让很多网友感到深深的忧虑。

“其实，仔细看这篇文章，就会发现其中漏洞

百出。”王浩解释，该文章指出，超市售卖的大米中

可能加入的食品添加剂包括淀粉磷酸酯钠、双乙

酸钠和壳聚糖，其中双乙酸钠就是防腐剂。其主

要论据是我国在 2007 年发布的《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 准》。 但 这 版 标 准 早 已 被 废 除 ，在 现 行 的

GB2760-2014《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已经明

确规定在大米中不再添加这 3种食品添加剂。

“之所以不再添加，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安全问

题，而是因为没有添加的必要。”王浩介绍，我们日

常食用的大米都是以糙米形式进行储存，在储存

前都会通过物理手段对其进行干燥、杀菌。在进

入市场流通环节前，工作人员会对糙米进行脱壳

等精加工，在包装过程中也会进行充氮或者真空

超市大米不生虫是因为加了防腐剂？

真相：如今储存技术已达标，无需添加剂防腐

不知从何时起，位列元素周期表第一位的元

素“氢”突然“香”起来。不少商家打着吸氢或饮用

富氢水能抗衰老的旗号，销售吸氢设备和富氢饮

水机。在宣传中，吸氢或饮用富氢水不仅能抗癌

还可改善睡眠，俨然能包治百病的样子。

氢气在抗氧化、减少炎症、抑制肿瘤生长方面

的作用似乎不是空穴来风。最近一项研究表明，

氢气能够激活细胞的内源性抗氧化酶，或者通过

调节一些细胞信号通路，来减少氧化反应对人体

造成的损伤。近年来发表的几项研究也表明，氢

气或能影响血液中免疫细胞或免疫因子的浓度，

从而可抑制肿瘤的生长。

目前，关于氢的各种功效还停留在研究层面，

这主要是因为氢抗氧化的特性在分子层面的具体

机制仍未被研究得十分清楚。也正因为氢还存有

很多未解之谜，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结果和数

据，才能最终让其应用于临床治疗中。

目前，使用氢气治疗或预防疾病属于医疗

行为，需要在具备资质的医生指导下、在医院或

医疗机构中使用。专家提醒，不要轻信吸氢能

包治百病的谣言，也不要轻易尝试吸氢或饮用

富氢水。

吸氢或饮富氢水能抗衰老？

真相：抗氧化机制尚不明确，不可自行尝试

蚝油致癌蚝油致癌、、超市大米加了防腐剂超市大米加了防腐剂、、静电强是生病征兆……静电强是生病征兆……

1111月谣言在月谣言在““身边身边”，”，别信这些无稽之谈别信这些无稽之谈
处理，因此大米生虫、发霉等问题非常容易得到解

决，一般来说无需再添加其他物质防虫防霉。

双乙酸钠是防腐剂，淀粉磷酸酯钠具有吸水

作用，这两种具有防腐功效的物质成本较高，在如

今基本没有使用必要的情况下，商家不会做“费力

不讨好”的事。壳聚糖是增稠剂、被膜剂，可用来

给大米表面抛光，目前我国大米的抛光技术已达

到一定水平，完全没必要再用壳聚糖，这不仅起不

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增加了大米的加工成本。

王浩表示，使用防腐剂之类的添加剂，对大米

的外观、品质没有明显改变，反而增加了生产成

本，因此对商家来说没有利益驱动。而且，如果超

市中的大米使用了防腐剂或其他任何食品添加

剂，都属于违法行为，会被有关部门处罚，正规的

超市不会冒着违法风险去销售含添加剂的大米。

“精加工后的大米保质期不会很长，消费者要

尽量把买回来的大米放到阴凉通风处进行储藏，

以防止生虫或霉变。”王浩建议。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监测结果显示，今年 3 月以来全国流感活跃度高于去年同期

水平，尤其 9月以来，我国南方一些省份流感活跃水平呈明显上升

趋势。专家研判，今冬明春可能存在新冠肺炎和流感叠加的风

险。流感疫苗接种需要注意什么？能否和新冠病毒疫苗同时接

种？专家对此进行了回应。

“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尤其是婴幼儿和老年人

接种之后可以降低严重并发症的风险。”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

席专家王华庆表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能代替流感疫苗，根据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建议流感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

间隔在 14天以上。

王华庆提示，既往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同技术路线的疫苗，

如出现急性过敏反应，后续不能接种此流感疫苗。在接种过程中

受种者要如实向接种医生报告健康状况和用药史，有些药物会影

响流感疫苗接种效果。

“目前接种的流感疫苗主要有两大类：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

苗。”王华庆介绍，这两类疫苗应用对象不同，疫苗特性和禁忌也不

同，人们接种前应向医生说明自己的情况，由医生判断更适合接种

哪种技术路线的流感疫苗。此外，接种流感疫苗后要在现场留观

30分钟。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介绍，冬季来临，流感等

疫苗的接种需求有所增加。为统筹做好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和

其他疫苗的接种保障工作，近期有关部门进行了部署，要求各地落

实接种工作各项要求，合理安排接种力量，扎实有序推进疫苗接种

工作，保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和其他疫苗接种工作不间断。

新冠疫苗不能替代流感疫苗

二者接种间隔至少14天

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购物节，多家电商平台智能手机销量

又创新高。其实，不少人换手机不是为赶时髦，而是因为电池不给

力，可谓手机未“老”电池先“衰”。

新手机的电池电量通常可维持一整天，但有的手机用了一两

年，电池的续航能力似乎就有所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如何充电

才能使电池更耐用？今天我们一次性说清楚。

电池长期处在高电量状态会“折寿”

有的人习惯让手机时刻都保持在“满电”状态，这样他们会很

有安全感，不至于为手机电量感到焦虑。可是手机电池长期处于

满电量或高电量状态，会加速电池的老化。因此，当手机充满电

后，应及时拔掉充电器，避免电池长时间处于高电量状态，以延长

其使用寿命。

但是大部分人的习惯是，晚上睡前给手机充电，不能为保护电

池，半夜起床拔掉充电器吧？！

一些手机厂商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为了减缓电池的老化速

度，厂商会让夜间充电手机先进行快充，使电量达到 80%；然后转

为慢充，再根据用户设置的起床时间，在起床前的两个小时内把手

机电池电量从 80%充到 100%。这种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电

池处于满电的时间，从而让电池更加耐用。

此外，一般来说，让手机电池电量保持在 30%到 80%，可以延

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插头、数据线插拔顺序有讲究

给手机充电时，你会先做以下哪个动作？是先将数据线插入

手机还是先将充电器插入插座？

事实上，这一微小的举动对手机电池使用寿命的影响很大。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浪涌”。

浪涌，也被称为突波，是超出正常工作电压的瞬间过电压。当

你刚为手机充电时，把耳朵贴在手机上可能会听到嗡嗡声，这就是

浪涌造成的。

给手机充电的正确步骤是，先把插头插入插座，再把数据线插

到手机上。如果先把数据线插在手机上，再插插头通电的话，瞬间

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浪涌，长此以往则会损坏手机电池。

充满电后，同样不要先拔充电器插头，而要先拔掉数据线。因为

在拔下充电器时，容易产生反向瞬时电流，这也可能会加速电池老化。

除了上面提到的问题，若想手机电池“延年益寿”，还要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远离高温环境。手机充电时，环境温度尽量保持在 16

到 22 摄氏度之间。当手机等设备长时间处在 35 摄氏度以上的环

境中时，电池可能会出现永久损坏。

其次，必要时开启低电量模式。很多智能手机都带有低电量

模式，在手机电量较低时，启动这一模式可延长电池使用时间，也

可优化电池性能。在低电量模式下，屏幕亮度一般会被调低，并尽

可能地减少系统动画。当你的手机被重新充电后，低电量模式也

会被自动关闭。

（来源：科普中国）

手机未“老”电池先“衰”

充电习惯或是背后黑手

北方干燥的冬天，让不少人获得了一项浑身

“带电”的“特异功能”，比如脱件毛衣就能瞬间“电

光四射”。最近，有人却拿司空见惯的静电做文

章，说静电过强是生病的征兆。相关传言称，秋冬

季心脑血管病多发就与静电有关，“电力”强的人

中心律失常者较多。

“静电强弱与身体健康与否无关。”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教授张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简单来说，静电是由正电荷和负电荷分布不均

匀引起的。当人行走运动时，鞋底与地板发生摩

擦、衣物之间发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场。如果鞋

底是绝缘的，人身体上的电荷就会越积越多，当接

触其他物体时，就会出现放电现象。

“之所以冬季人体带电能力变强，是因为冬天

天气干燥，再加上所穿的衣服较多，而且衣服中大

都含有化纤成分，这种材质更易产生静电。经过

摩擦，人体就很容易积聚大量电荷。”张生解释，如

果空气湿度大，那么空气中增多的微小液滴就会

提高空气的导电率，减少人体上积聚的电荷，也就

不容易出现静电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带静电多少，与服饰材质、

空气湿度更有关系。而且，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

静电除了对头发和皮肤会形成表面刺激之外，不

会对生物体内部造成直接影响。

身上静电太强是生病征兆？

真相：静电强弱和服饰材质、空气湿度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