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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男女有别，不仅外貌、生理结构不
同，养生保健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医认为，女子
以肝为本，男子以肾为根，女性肝气不舒，会出
现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男性肾亏精损，可引起
脏腑功能失调，诱发不育、阳痿等男性疾病。因
此，男女只有根据各自生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养
生保健才能事半功倍。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提出“女子以
肝为先天”，强调肝对女性的重要性。女性为阴柔
之体，有经、带、胎、产、乳等生理特点，以血
为本，以气为用。肝主疏泄，功能正常则全身气
机升降、出入运行通畅、气血调和。肝还有贮藏
血液和调节血量的功能，肝血充盈是女性维持正
常生理特征的物质基础，孕期气血旺盛，胎儿才
能发育正常，产后气血充盛，上行化为乳汁，依
赖肝主疏泄与藏血的共同作用。

另外，肝为刚脏，喜调达而恶抑郁，若女性
肝的疏泄功能失常、肝气郁结，会出现情绪抑
郁、胸胁胀痛；肝气犯胃，则胃脘不适、腹痛泄
泻；肝阳上亢，则头晕头痛、急躁易怒；肝血不
足，则月经后错、量少。

女性日常养肝应注意 4点：
1.调养情志。由于肝喜疏恶郁，生气发怒易导

致肝脏气血郁滞不畅而致病，女性应学会控制情
绪，保持心平气和、乐观开朗。

2.多吃青菜。青色入肝，多吃青色食物能养
肝，如青皮萝卜、芹菜、莴笋、菠菜等，可疏肝
气、降肝火。

3.适量运动。建议女性经常到户外运动，可促
进气血通畅。

4.按揉养肝穴位。大敦穴位于大拇趾（靠第二
趾一侧）甲根边缘约 2毫米处，按摩大敦穴能达到
疏肝理气、清肝明目的功效。太冲穴位于足背
侧，第一、二跖骨结合部之前凹陷处，常按摩刺
激太冲穴，能很好地调动肝经的元气，恢复肝脏
功能。

男子以肾为根，以精为本，肾主藏精，主生
长发育、生殖等功能。男性生活中负担更多的压
力及家庭责任，肾精耗损更大，容易出现力不从
心、头晕眼花、腰酸背痛、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因此男性更要补肾养肾，但不要盲目跟风，补肾
不等于壮阳，应在日常生活中学会调养。

1.避免劳累，节制房事。体力劳动过重伤气，
脑力劳动过重伤血，房事过度伤精。因此，男性
要注意劳作有度，房事有节。

2.黑色食物补肾。男性可多吃些补肾食物，比
如黑芝麻、黑木耳、黑米、黑豆等黑色食品，核
桃、韭菜、虾等也有补肾养肾作用。

3.腰部按摩。腰为肾之府，可将双手对搓，以
略觉发热为度，再将双手掌置于腰间，上下搓
摩，直至腰部感觉发热为止，可起到疏通经络、
行气活血、温肾壮阳的作用。

4.按摩涌泉穴。中医认为，涌泉穴是足少阴肾
经的常用腧穴之一，位于足底部，蜷足时足前部
凹陷处，约足底第 2、3 跖趾缝纹头端与足跟连线
的前 1/3与后 2/3交点上，经常按摩可补肾固精。

“爸爸不在家，妈妈也不在家。出
门在外忙务工呀，把我独自留下。梦里
我找爸爸，醒来我念妈妈。你们可知道
儿女的心中最想得到啥？我只想有一个
温暖幸福团圆的家……”

这是一首在朋友圈热转的童谣。视
频中的留守儿童们，有的目光呆滞，有
的鼻涕横流，有的满身灰土；有的才五
六岁，就要背着弟弟妹妹；有的身高不
足一米，却身负近乎成人高的木柴；有
的背着老旧的书包，独自走在泥泞的小
路上……

后悔的撒切尔夫人

我国有近 700 万名留守儿童，大多
数的成长过程缺少父母的陪伴，不仅生
活上被忽视，那颗渴望亲情的幼小心灵
也得不到安慰。尤其在春节假期结束，
父母准备返城打工时，孩子拽着父母的衣角、抱
着大腿哭喊着：“爸妈别走！”“你们什么时候能
回来？”“我想跟你们走！”……

忽视不只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即便父母和
子女一同生活，也未必真正参与了孩子的成长。
中华医学会陕西省儿童保健学会主任潘建平教授
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农村 3~12 岁儿童被忽
视的比例约为 40%~50%，城市中这一比例也高达
28%。忽视的表现多种多样：周末把孩子甩给老人
带，自己逛街、聚会、打麻将；忙于工作，想要
极力满足孩子物质上的需求，却从未关注他们情
感上的渴望；孩子犯错了就又打又骂，却对原因
不闻不问；在孩子面前吵架，甚至将怒火撒在孩
子身上……

在美国，87 万儿童受虐案例中，超过 60%属
于忽视。在英国，一项涉及 1.7 万人的调查显示，
每 10 名儿童中就有 1 人感觉被父母忽视。英国前
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以下简称“撒切
尔夫人”）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她在政坛叱咤风云
11 年，行事强悍，政绩卓著，被誉为“铁娘子”，
受千千万万国民的敬仰，晚年却过得“一败涂
地”。以撒切尔夫人经历为蓝本的传记电影《铁娘
子》这样描述：86 岁的撒切尔夫人一个人住在伦
敦的家里，每天早上醒来，她就会坐在窗边，盯
着不远处海德公园里的人们发呆。她的儿女们平
均 6个月才来探望一次，就连圣诞节时，陪伴她的
也只有替她开门的警卫和搀她走路的护士。撒切
尔夫人晚年身患重病，床前摆满了子女儿孙的照
片，弥留之际却没有一个亲人陪伴身边。她去世
时，儿女不愿意立刻赶回国处理丧事，此后却为
争夺遗产反目成仇。

据悉，撒切尔夫人晚年令人唏嘘的遭遇，与
她曾经忽视孩子有关。由于事业需要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撒切尔夫人牺牲了作为“母亲”的一
面。龙凤胎儿女出生仅两周，她就继续投入了工
作。她有一句冰冷的名言：家就是你没事可做时
去的地方。她的女儿卡罗尔·撒切尔坦露：“母亲
不应该期待我们经常去看望她，家人不在身边的
日子谁都有过，我们年幼时上的是寄宿学校，也
经常见不到母亲。”相较于对母亲的冷淡，卡罗尔
与父亲（丹尼斯·撒切尔爵士）的感情浓厚，还曾
为他写过传记。

儿子马克·撒切尔虽然从小在贵族学校读书，
但成绩非常差，是学校里的“小霸王”，经常任性
妄为，闯了不少祸；长大后，他利用母亲职务之
便牟利敛财，还因参与政变被捕入狱。撒切尔夫
人出面替儿子摆平麻烦，却仍未尽到陪伴、管教
的责任，以至于马克 53 岁时还被妻子指责为“一
个离开母亲就活不下去的人”。

撒切尔夫人晚年表达过心中的悔恨：“如果

时间能够倒流，我不会踏足政坛。”不难想象，铮
铮如铁的她，面对儿女的疏离，内心有多么酸
楚。对于撒切尔夫人的晚景凄凉，武汉大学儿童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健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儿时被父母忽视的人，长大后也极有可
能忽视他人。”

忽视源于“不作为”

很多父母会认为，自己把孩子当作宝贝一样
对待，有时甚至可以算作“溺爱”，怎么会忽视
呢？对此，杨健表示，这是中国家长最大的误区。

忽视孩子主要分 3 个方面：1.身体和监督忽
视。例如忽略对孩子衣食住行的照料，常常不知
孩子的去向等。2.教育忽视。例如没有尽可能为孩
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不关心孩子在校情况。3.情
感忽视。即不和孩子交流，对孩子心理上的关心
和爱护不足。

“正是因为在大部分家长的观念里，物质和
教育更重要，而心理健康意识淡薄，忽视了孩子
的情感需求。”杨健说，不经常与孩子肌肤接触、
拥抱、谈心等都属于忽视。很多孩子都是当心理
障碍或心理疾病反映在行为上时，才得到家长的
关注。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表示，情感忽
视与身体虐待、性虐待等主动伤害不同，它往往
源于家长的“不作为”。这些家长一般不是故意而
为之，但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往往是长期、慢性
的，这种“不作为”比“作为”更难发现。

此外，有些忽视是迫于无奈。为了生计，很
多人远离家乡到大城市打工，与孩子异地相隔，
有的虽将孩子带在身边，却经常辗转于各个城
市，居无定所，孩子还可能因此辍学或频繁转
学。这样的生存境况，使得孩子的各方面需求都
极易被忽视。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长刘正奎主持
的《西部地区遭受暴力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儿童
保护现状调查》显示，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
儿童的焦虑、抑郁和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普通儿
童；普通儿童的亲社会性、同伴友谊质量、自
尊、心理弹性等方面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流动和
留守儿童。

伤害伴随孩子一生

“3岁看大，7岁看老。”这句俗语说明了儿童
时期对人一生的重要性。若父母忽视孩子，可能
会造成以下伤害。

身心创伤。杨健表示，对孩子身体、教育的
忽视，会直接影响其生存、安全和发育；对情感的
忽视，则会给其性格和社会性发展带来不良后果。
上述调查显示，在针对儿童的四大暴力行为——

“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和“忽视”

中，忽视对心理健康影响最大，最易
导致抑郁、焦虑。

孩子出现不良情绪后，如果总是得
不到家长的关注，就会习惯性地隐藏
心事。他们除了通过哭闹宣泄，还会
做出一些攻击性、残忍性（自虐或虐
待他人、小动物等）的行为，长期如
此很容易变得残暴易怒、情感淡漠甚
至性格扭曲。

交际障碍。汪冰表示，良好健康的
情感基础最早建立在婴儿期的依恋关
系，以及持久而温暖的家庭关系上。
孩 子 通 过 与 父 母 的 交 际 满 足 其 他 需
求，产生安全感，懂得信任、亲密。
如果孩子从小就被忽视，其自尊心和
自信心会受到损害，在交往方面变得
消极；与家人的疏离感也会导致孩子
在未来的亲密关系上感到迷茫，不懂

如何与人亲近。
认知受损。美国佐治亚大学的一项研究称，

被忽视的儿童认知缺陷更严重，语言和数学得分
比普通孩子低。

与孩子一起成长

美国加州大学教育学博士杰恩·梅杰在《双向
养育》中强调，“育儿先育己”，父母应该先改变
自己、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才能帮助孩子健康
成长。专家们表示，孩子一出生，父母的责任和
义务也随之诞生，应该给孩子一个温暖有爱的人
生起点。

把爱说出来。杨健说，父母发自内心的陪
伴，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养分。关注孩子并不只是
帮助他们处理衣食住行问题，还包括经常与他们
玩游戏，有助开发智力、培养心理韧性；多拥
抱、抚摸孩子，多与他们说话，尤其是向孩子表
达爱意，例如“爸爸很爱你”“妈妈好想你”，孩
子思维简单，只有在互动交流中表达出爱，他们
才能感受到爱。

重视关键期。汪冰表示，陪伴需要时间，对
忙碌的家长来说确实有些困难，那就不妨提高陪
伴的质量，让孩子在需要支持和帮助时得到父母
最大的关注。例如，3岁之前是孩子与父母形成依
恋关系的关键时期，即使父母迫于生计要与孩子
分离，也最好选在 3岁之后；孩子哭叫是在表达情
绪，此时父母要帮孩子找到原因，及时疏解；在
孩子认为的重要时刻，如生日、入学日、考试
日、生病时等，父母应尽量陪他一起度过。如果
不能给予足够的陪伴时间，就应提高专注和投入
程度，和孩子在一起时放下手机、全心全意。

留心情绪信号。杨健表示，孩子交流能力往
往不如成人，被忽视后，内心的委屈、难过等可
能无法表达出来，家长要多留意孩子的行为举
止。学龄前儿童多表现在饮食上，例如厌食、呕
吐、吃泥巴等异物。此外还可能失眠、夜惊、梦
游；不能自控排泄，5岁后还经常尿裤子；出现口
吃等语言障碍；有吮手指等不良习惯；经常做残
忍行为，如伤害小动物等。学龄期儿童还会有逃
课、成绩不佳、害怕回家、偷窃等行为，与小朋
友及家人关系不和，或具有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情
绪负担，如经常沉思等。

共同学习成长。“没有哪个父母是完美的，
但愿意学习和成长的就是最好的。”汪冰说，当父
母愿意改变态度时，孩子就能感受到被爱。建议
家长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妥行为，并愿意道歉；
主动学习育儿知识、医学知识、心理知识等，增
强对孩子照顾的能力；改掉不良习惯，成为孩子
的好榜样；不要总在孩子面前展现他们不喜欢的
一面。

父母别忽视了你的孩子

女性肝气不舒月经不调 男性肾亏精损阳痿不育

要长寿，女养肝男养肾
创造力强
更易记住梦

梦这种生理现象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心理学家
和睡眠专家。我们为什么做梦？梦意味着什么？能
训练自己记住梦吗？近日，美国“每日健康”网站
做出了解答。

早上起床后，有些人能生动地回忆起昨晚的梦
境并与别人分享，但到了下午，这些记忆就模糊
了；有些人却压根记不住做过什么梦。是否做梦和
能否想起内容能反映出睡眠质量的高低吗？美国纽
约蒙特菲奥尔医疗中心行为睡眠医学项目主任谢尔
比·哈里斯博士认为未必如此。

大多数梦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如果你记得
梦，你可能曾在做梦期间醒来，所以它在脑海中是
新鲜的记忆。如果你的快速眼动睡眠期占到了 7小
时睡眠的 20%（不到一个半小时），你可能只记得最
后 10分钟生动的梦。回忆起梦取决于许多因素：人
们焦虑或抑郁时，会更容易记住自己做的梦，这也
许是因为心里不安会让人更多地醒来；某些药物
（如部分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会影响到深度睡眠的质
量，从而导致梦多；睡眠呼吸暂停也会影响做梦时
间。此外，瑞士巴塞尔大学研究成果显示，青春期
的女孩比男孩更有可能记住梦。这项研究还发现，
创造力更强的人，能更多地回忆起梦境。

体内是否有充足的维生素 B6，也会影响能否
记住梦。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心理学院研究者表
示，在睡前服用维生素 B6的人更容易记住自己所
做的梦。英国斯旺西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上午打
盹 10 分钟也有助于清晰地回忆起梦。这可能是因
为短暂的睡眠让大脑有足够的意识，在最后的快速
眼动周期中回忆起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