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6日，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的中国电信

大楼发生火灾，网传视频显示，现场浓烟滚滚，有带火

物品坠落，数十层楼体燃烧剧烈，让人看着十分揪心。

这座发生火灾的电信大楼曾以 218 米的高度

成为长沙市首座突破 200米的楼宇，然而这位昔日

“巨人”也给消防灭火造成了障碍。我国应急管理

部消防救援局数据显示，2021 年全年共接报高层

建筑火灾 4057 起，造成 168 人死亡，死亡人数比上

年增加了 22.6%。随着我国城市发展速度的加快，

高层、超高层建筑越来越多，破解高层灭火救援难

题成了当务之急。

◎本报记者 陈 曦

如今高度超过如今高度超过 100100 米的超高层建筑非常米的超高层建筑非常

普遍普遍，，而高层建筑灭火救援是目前消防领域而高层建筑灭火救援是目前消防领域

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公认的世界性难题。。高层建筑救援难高层建筑救援难，，不只不只

是因为高度是因为高度，，其比普通建筑救援的复杂程度其比普通建筑救援的复杂程度

也高很多也高很多。。

◎实习记者 骆香茹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6 责任编辑 许 茜 生 活
2022 年 9 月 29 日 星期四

SMART LIVING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长知识

“十一”长假临近，不少人已经开

始计划如何外出游玩了。然而，也有

很多人是非常渴望能有几天假期来好

好“宅”一下的。随着生活节奏的加

快，人们忙于工作，在这难得的假期

中，许多人变身“躺平青年”，选择窝在

沙发里或躺在床上“度假”。

但是，真的只要远离忙碌、拥有更

多空闲时间，你才会快乐吗？

事实是，你越闲，就有可能越不

快乐！

一篇曾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

学》杂志上的学术论文专门讨论了空

闲时间和人类幸福感的关系。通过对

几万人的分析，相关研究团队发现，人

们的幸福感与空闲时间并不是呈正比

的，超过一定界限，就会适得其反。

空闲时间过多不
能持续提升幸福感

对于“忙里偷闲”的快乐，相信大

家都不言自明。在繁忙的工作日里，

摸摸“鱼”、看看剧，都能感受到无比的

快乐。但是，当我们拥有了更多可以

自由支配的时间，我们的快乐会随之

增加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上述研究团

队分析了 2012到 2013年“美国人时间

使用调查”活动中的 21736 份数据，这

些数据的提供者处在 15 至 85 岁的年

龄区间里，并被分为了两个团体，即

“全职打工人”和“非打工人”。

在实验中，研究者询问实验对象在

过去一天内所做的事情，详细到具体事

件、所用时间等，以此来计算出每个人

在一天内的空闲时间。同时，研究人员

还会收集实验者在度过空闲时间时的

幸福感体验数据，从而进行量化分析。

实验结果发现，可自由支配时间

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负二次关系，即虽然空闲时间过少确实与

压力导致的主观幸福感降低有关，但空闲时间过多并不能使主观

幸福感持续得到提升。数据呈现出的图像就像一条抛物线，若可

自由支配时间在 0至 2小时，人们的幸福感会随着空闲时间的增加

而提高；若可自由支配时间在 2至 5小时，两者的关系趋于稳定；而

到了 5小时后，幸福感就会随着空闲时间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除此之外，相关研究者还发现，无论是在工作日还是周末、假

期，空闲时间和个人幸福感的关系都是如此。因此尽管拥有自己

可支配的时间是一件令人向往和开心的事，但是如果这个时间太

多，人反而不会快乐。

相信大家平时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当长时间无事可做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空虚、无聊、没有激情、心情低落……

那么，怎么做才能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快乐呢？

快乐的真谛是充实

快乐是指人在精神上的一种愉悦感受，是心灵上的满足。为

了弄清楚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上述研究团队又招募了 2550

位志愿者，让他们分别对长、中、短三组空余时间进行想象和描述，

想象如果半年内每天都有这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自己会做些什

么、又会有哪些体验。结果表明，尽管这只是想象，过多的空闲时

间依旧会使人们的幸福感下降。

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人员又招募了 5000 位志愿者，同样让

他们想象自己如何支配长、中、短三种不同的空闲时间。但这次，

每一组志愿者又被分为两组：一组是想象自己会利用这些时间去

做有意义、有用的事情，而另一组则是想象自己去做一些无用、无

意义的事情。

通过分析这一组实验结果，相关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把空闲

时间用于生产活动，也就是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时，拥有过多可

自由支配时间的负面效应就可以被减弱，人们从心理上会感到更

加快乐，幸福感也会随着空闲时间的增加而逐渐提高；反之，则会

重新陷入之前的“抛物线”中。

如何在自由支配时间获得更多幸福

社会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一个人如果想要获得高

水平的幸福感，就必须要满足 3 个基本的心理需求：自主需求、胜

任需求和关系需求。

自主需求可以被理解为内在的驱动力，即自己从内心里想去

做某事，而不是被要求、被支配去做某事；胜任需求则是人们希望

完成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以享受完成后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

会带给人们极大的心理满足；关系需求则是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

的需求，是个人在社交中获得认同的过程。

结合这 3 种需求，我们可以看到，要想在空闲时间不空虚、不

颓废，我们就要积极地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事情，或是

用空闲时间进行社交，从而拥有直线上升的幸福感。

一味“躺平”“摆烂”看似是妥妥的幸福，但当它真的来临时，我

们心中更多的是会产生空虚感。

所以，或许“十一”长假期间我们可能不能出去和朋友们见面，

但依旧可以在家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看书、给家人做饭等），可

不要仅仅只是躺了 7天。 （来源：数字北京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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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地大闸蟹陆续开捕上市，在国庆节前

迎来预订高峰，恭候多日的食客们感叹“终于等到

你”。此前，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部分阳澄湖、太

湖等主要产区的大闸蟹延期上市。

那么，高温天气是如何延缓大闸蟹生长发育

的？其他水产生物是否也备受“烤”验呢？就此，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大闸蟹被热得食欲减退
难以增重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副主

任、研究员徐钢春表示：“今年的高温天气对大闸蟹

产生了影响。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性成熟较晚、

生长发育缓慢和蜕壳延后 3个方面。”

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蟹，是我国广泛分布的

一种经济蟹类，也被称作河蟹、毛蟹。大闸蟹一般

在每年 9 月下旬开始迅速发育成熟。人们口中美

味的蟹膏和蟹黄，其实分别指的是公蟹的副性腺及

其分泌物和母蟹的卵巢和其消化腺。蟹膏和蟹黄

都需要大闸蟹发育成熟才适宜食用。“受高温影响，

今年大闸蟹性成熟相对较晚，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

及时上市。”徐钢春指出。

据悉，最适宜大闸蟹生长的温度是 18 至 25 摄

氏度。当气温高于 25 摄氏度时，大闸蟹的体质就

会下降，其食欲也会逐渐降低。“一般来说，当气温

达到 30摄氏度时，大闸蟹的摄食量就会减少；而一

旦气温超过 35摄氏度，大闸蟹就会停止摄食。”徐

钢春表示。而今年夏天，我国部分大闸蟹养殖区的

气温甚至逼近 40 摄氏度，大闸蟹们热得“茶饭不

思”，自然也就难以增重。

此外，大闸蟹摄食减少会引发蜕壳延后的连锁

反应。“大闸蟹需要多次蜕壳才能发育成熟，一旦蜕

壳出现延后，其生长期也会相应延长。”徐钢春表示。

“虽然秋风已起，气温也没之前那么高了，可今

年大闸蟹大规模上市或仍需等到 10月。而且大家

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受到高温影响，今年大闸蟹的

个头很可能比往年要小一些。”徐钢春预测道。

水生植物为水产生物撑
起“遮阳伞”

“除了大闸蟹，高温还会对其他水产生物产生

影响。比如，人们常吃的海带、海参、淡水鱼等，它

们都会在高温的影响下生长缓慢、甚至出现死

亡。”徐钢春表示，“受高温影响，近年来水产养殖

减产甚至是绝收的案例屡见不鲜。”

温度是影响水中溶解氧含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溶解氧是水中生物生存的必需品。高温会使水

中溶解氧含量下降，导致包括鱼类、贝类在内的许

多水产生物窒息死亡，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高温也会加剧水分蒸发，导致河、湖、海水盐度

上升。一旦水中的盐度超过了水产生物所能承受

的范围，它们就可能患病甚至死亡。

高温还会让各种病原体繁殖速度加快，同时也

会使得水产生物的免疫力下降，危害水产生物的生

命安全。

“高温天气是当代水产养殖必须面对的问题。”

徐钢春进一步表示，“目前，种植水生植物等方式是

水产养殖中常用的、应对高温的方法，它们为水产

养殖撑起了‘遮阳伞’。”

水生植物，可谓是对抗高温的“神器”，它一

方面通过光合作用给水产生物提供更充足的水

中溶解氧，另一方面能为水产生物遮阳。“一般来

说，饲养大闸蟹等水产生物的养殖塘，由于其水

深较浅，通常会在其中种植底层水草；而饲养鱼

类等水产生物的养殖塘，由于其水深较深，则通

常会在其中种植空心莲子草、空心菜等浮水性水

草。”徐钢春说。

大闸蟹延期上市，竟是持续高温惹的祸

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食盐，最近这段时间，迎

来了众多五颜六色的“进口小伙伴”——喜马拉

雅粉盐、波斯蓝盐、美国夏威夷黑盐、法国灰盐、

盐之花等进口网红盐竞相登场，在各大电商平台

上热卖。

不过，这些包装精美、形色各异、自带异域风情

的进口盐价格奇高。普通食盐均价多为 500 克 3.5

元，而某款 380 克的喜马拉雅粉盐售价为 49 元，售

价是普通食盐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那么，我们常吃的普通精制盐和进口高价盐究

竟有什么区别？高价进口盐真的物有所值吗？

主要成分与普通盐无异

在某品牌盐之花的宣传页面中，“品质”“珍稀”

“酥脆”是其宣传语的关键词，在商品评价里，不少

买家给出好评。但当被问到“盐之花和普通盐有什

么区别”时，一些买家表示“口感上区别不大，但是

更健康吧”“高级，吃着心情好”。

而类似的广告语，也出现在其他网红盐的商品

宣传页面中。总体来看，除去所谓的“品质”“珍稀”

“更健康”等花哨的广告语，高价进口网红盐的卖点

无非是——好看、含有矿物质且口感略不同。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

授、中国食品科技学会理事范志红表示，无论是常见的

精制盐还是进口网红盐，其主要成分都是氯化钠、差异

不大，部分进口盐确实能够提供更多的矿物质，其也能

被人体所吸收。不过，通过平衡膳食，人们也能够摄取

进口网红盐中所含有的钙、镁、钾等矿物质。

至于进口网红盐主打的“天然无添加”的卖点，

范志红表示，由于盐本身就是天然防腐剂，因此普

通精制盐中也并无过多添加剂，大部分精制盐中仅

有少量抗结剂，以防止食盐结块。

除可食用还具有观赏价值

既然进口网红盐并没比普通盐更健康，所谓的

卖点也仅限于丰富的颜色与形状、充满异域风情的

美丽名字，那么购买高价进口网红盐的消费者是在

交“智商税”吗？

“我不认为这是‘智商税’，有的西餐大厨专门

收集世界各地的盐，把不同的盐与不同的菜品融合

起来，以提升菜品的整体口感。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这是一部分消费者消费升级的表现。此外，进

口网红盐有各种颜色，将其放在厨房还能起到装饰

作用。”范志红表示，如果消费者经济上可以承受，

购买高价网红盐也无可厚非。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

朱毅也认为，颜色各异、形态多样的进口网红盐不仅

有基本的食用价值、还具有观赏价值，对部分消费者

而言，这也是一种别样的消费体验。进口盐的热卖，

从侧面说明人们的消费水平提升了。只要这些进口

盐是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就没有必要过多干预。

比普通盐贵几十倍，高价进口网红盐值不值得买？

近年来，现代高层建筑火灾事故频发：从英国

伦敦公寓楼“6·14”火灾事故，到迪拜火炬大厦“8·
4”火灾事故……面对熊熊烈火，消防人员即便拼尽

全力，可能也难以阻止悲剧的发生。

“一般来说，居民住宅超过 10 层，公共建筑高

度超过 24米就属于高层建筑了，如今高度超过 100

米的超高层建筑非常普遍。而高层建筑灭火救

援 是 目 前 消 防 领 域 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天津市

东丽区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指导科科长刘云龙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高层建筑救援难，不

只是因为高度，其比普通建筑救援的复杂程度也高

很多。

“一旦起火，从楼外进行救援极其困难。”刘云

龙介绍道，一般来说，外部救援的主要设备是消防

云梯车，但是常用的消防云梯只有 50米左右，只能

到达 15层楼的高度。目前已知国内最高的消防云

梯为 101米，最多也只能到达 35层左右。之所以消

防云梯要“限高”，主要是因为其高度越高，对作业

及消防车行驶的要求也越高。

“对于高层、超高层建筑物，在楼外进行灭火

也同样困难。因为距离建筑内部的起火点较远，

很难将火扑灭，所以目前高层建筑灭火主要还是

靠‘内攻’，也就是需要消防员进入楼内，靠内部

消防设施或采取沿楼梯铺设水带等方法，不间断

地将灭火药剂输送到着火点进行扑救。”刘云龙

解释道。

高层建筑火灾较普通建筑更难扑救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一些“黑科技”已被应用

到高层、超高层建筑物的灭火救援中，并发挥了很

好的作用。

在预防火灾方面，利用物联网技术，可将建筑

物内的一些感应探头与消防部门进行连接，一旦着

火，这些部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火灾预警。“目

前，天津一些地区已为独居老人发放‘独立式火灾

报警器’，其与手机联网，当报警器感应到周围环境

中烟雾或温度超过一定阈值，就会给独居老人的子

女发送警报，以便他们能第一时间得知险情。”刘云

龙说。

在灭火方面，如今消防员也有了不少“好帮

这些“黑科技”是消防员的好帮手

高层建筑救火难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人员众多，疏散救助困难。超高层建筑

使用面积大、功能多样，必然带来大量人员聚集。

一旦出现火情，电梯就会停用，人们大量涌入疏散

楼梯，使疏散通道堵塞，严重影响人员行进速度。

因此，大量人群的疏散和救助，是超高层建筑火灾

应急救援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火灾情况复杂，难以驾驭。为满足功

能多样性要求，超高层建筑各分区都有独自的

装修装饰风格，遍布大量的可燃物品，从而导致

火灾载荷大，极短时间内就可以形成大面积火

灾，让救援人员难以驾驭。从火灾蔓延角度来

看，在室内，纵向电梯井、电缆井、管道井众多，

火灾发生后易形成“烟囱”效应，造成烟、火迅速

向上蔓延；横向通风管道、吊顶夹缝、走道等相

连，烟、火可在水平方向扩散。这些都造成了火

灾的快速蔓延。

再次，建筑太高，灭火药剂难以补给。能否及

时、不间断地将灭火药剂输送到超高层建筑的着火

楼层，并满足灭火所需的流量，直接关系到灭火战

斗的成败。

“在整个超高层建筑火灾中，多种火灾现象（爆

炸、轰燃、回燃、火风压等）都会同时出现，严重威胁

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给灭火救援工作带来极大

的挑战。”天津市东丽区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指导科

科长刘云龙总结道。

和过去相比，虽然消防部门的救援装备有了很

大的提升，但与其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

首先在建筑设计上，要严格执行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禁止使用易燃、可燃材料作为高层民用

建筑外墙外保温材料。同时，在房屋构造和设施

上，需设置防火隔离带，安装固定消防设施并保

证完整好用。

其次，要建立良好的消防预警制度。落实好消

防主体责任，平时需定期进行疏散演练；日常对消

防设施要按时进行检查维护，及时查出消防隐患。

导致灭火难的不只是楼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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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消防机器人可以协助消防员在危险区域执行

一系列任务，如灭火、设备运输等。“这种机器人像

小坦克一样，靠履带行进，它们携带着水枪，可以连

接水带，消防员能在火场外部操控它进入火场灭

火。”刘云龙进一步说，这样就算现场出现爆炸情况

消防员也不会受伤，大大降低了消防员的受伤概

率，因此它们多被应用于大型火场。

近些年来，无人机也被广泛应用于高层建筑灭

火中。在高层建筑起火时，无人机可以对起火点进

行侦察。“特别是当起火点位置很高且现场烟雾很

大时，通过无人机可以准确而快速地找到起火点，

这样消防员灭火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刘云龙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黑科技”有望成为高层、

超高层建筑灭火救援的“杀手锏”。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206 所研发的

“投射式高层建筑干粉消防车”可采用导弹发射技术

对高层楼房发射灭火导弹，每颗炮弹内都有3.6千克

的高效干粉灭火剂。干粉灭火剂遇热会在可燃物表

面形成一层膜，而燃烧必须有氧气，形成薄膜后，就

阻止了火与氧气继续反应，火就烧不起来了。

◎实习记者 李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