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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耳、羊肚菌、腰果、海肠、发菜、马牙
枣、牛肝菌、人心果……把这些酷似器官的食材
聚在一起，几乎能拼出个“半兽人”了。它们虽
然不能“以形补形”，但在营养方面都有一定特
长，食用时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发菜。含钙大户，国宝级野生藻类，可用羊
栖菜代替。发菜是一种藻类，丝丝缕缕容易结成
一团，酷似头发，因此被称为“头发菜”“发
菜”。它富含矿物质，其中钙含量高达 1048 毫克/
100 克。出于对环境保护的考虑，发菜目前已经成
为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不能采集和销售。
大家餐桌上吃到的“发菜”，很大一部分是一种叫
羊栖菜的藻类。羊栖菜是一种褐藻，跟发菜有些
相似，被称为“海发菜”，钙含量约是发菜的两
倍，且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海藻多糖。羊栖菜可
凉拌，也可做汤和炒菜。

木耳。有助补铁和维生素 D，室温下浸泡别超
2 小时。木耳外形酷似耳朵，生长在阔叶树腐木
上。其富含膳食纤维、叶酸，矿物质铁、钙、镁
等含量较高，其中铁含量尤其丰富。虽然植物性
食物中的铁属于非血红素铁，论效果不如动物性
食物更好，不过日常也能很好地辅助补铁，尤其
是和维生素 C 丰富的蔬果一起吃，能更好地促进铁
吸收。干制木耳还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D，有助骨
骼健康。特别提醒的是，泡发木耳最好放在冰箱
冷藏室，在室温下浸泡时间不能超过 2 小时，否则
可能产生毒素。

马牙枣。富含维生素 C，每天一把即可。马牙
枣因下圆上尖，形似马牙而得名。马牙枣维生素 C
含量很高，1 两左右就可以满足每日维生素 C 的推
荐摄入量。其钾含量也在水果当中名列前茅，还
含类黄酮、芦丁等生物活性成分。不过，马牙枣
糖含量高达 30.5%，吃太多会导致能量过剩，每天
一把即可。

人心果。纤维大户，没有熟透的别吃。人心
果原产于中美洲热带地区，后被引入中国南方，
它因形状跟人的心脏有些相似而得名。人心果膳
食纤维含量高达 5.5 克/100 克，在水果中名列前
茅；脂肪含量比一般的水果稍微高一点，其中以
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此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
镁、钙、维生素 C 等。不熟的人心果单宁含量很
高，口感酸涩，不能吃。

羊肚菌。营养均衡富含多糖，一定要做熟
吃。羊肚菌的菌盖上有不规则的蜂窝状皱褶，与
羊的胃有点像，因此得名。羊肚菌含有一定量的
蛋白质、膳食纤维、铁、钾、镁、维生素 B2、维
生素 B6 等营养素，并且还含有多糖等有助健康的
生物活性成分。羊肚菌鲜味物质和芳香成分含量
较高，无论做汤还是入菜，味道都十分鲜美。生
的羊肚菌含有毒成分，一定要做熟吃。

牛肝菌。高纤维低热量，不吃来源不明的。
牛肝菌因菌盖厚实，颜色棕褐，状如牛肝而得
名。其口味微甜、香味独特，是一种跟松露齐名
的世界“名菌”。牛肝菌本身热量低，蛋白质和膳
食纤维含量较高，钾、铁、维生素 B2 等含量也相
当不错，是一种营养与美味兼得的菌菇。牛肝菌
并非某一种菌，而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其中也暗
藏“杀手”，如果误食可能中毒。与其去辨别哪些
是有毒的牛肝菌，不如记住 3 个大原则：能吃新鲜
的就不吃干的；只吃熟的不吃生的；要到正规市
场购买，来源不明的不要买。

腰果。矿物质含量突出，过敏体质慎吃。腰
果因弯弯的身子酷似“腰子”（肾脏） 而得名，跟
其 他 坚 果 一 样 ， 腰 果 脂 肪 含 量 很 高 ， 大 约 为
51%，每天最好只吃一小把。腰果蛋白质含量很丰
富，达到 24% ，在坚果中名列前茅。其矿物质
钾、镁、铁含量也很突出，并且含有一定量的维
生素 B1 和 B2。腰果中含有多种致敏原，没有吃过
腰果的人，可先吃 1~2 粒观察自己吃后是否有不良
反应，如果口内刺痒、流口水、打喷嚏等，就不
要吃了。本就有过敏史 （包括对食物和药品过
敏） 者，也最好不要吃腰果。

海肠。富含呈味氨基酸，烹调前先去除内
脏。海肠是一种生活在海滨潮间带的螠虫，一般
在 10~30 厘米左右，短的像香肠，长的似猪大肠。
海肠高蛋白低脂肪，呈味氨基酸 （谷氨酸、甘氨
酸、丙氨酸） 含量很高，这是其浓郁鲜美味道的
主要来源。海肠还含有多糖、多肽等活性成分，
综合营养价值较高。烹调海肠前，需要先把两端
剪掉，将内脏挤出并清洗干净，再把这根中空的

“管子”切断入菜即可。

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
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在心
理学家看来，家庭不论幸福与
否，都有一些共同点。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执行
主任、主任医师唐登华解释说，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并没有统
一的标准，每个家庭过得幸福与
否，只有自己知道，有些在其他
人眼里不幸的家庭，当事人自己
可能觉得很幸福。随着时代和社
会的变化，家庭环境也在变，比
如过去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庭多是
男主外、女主内，而现在不管是
对内还是对外，往往是夫妻双方
共同承担。因此，健康的家庭模
式也在不断发展，无法一直以同
样的标准来衡量。但总体而言，一个家庭能够维
持稳定、幸福的状态，关键看 4 点：

相互包容。健康的家庭应该允许每个成员都
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习惯，出现分歧时要允许

“沟而不通”，即便无法达成一致，也会尊重彼
此，求同存异。但在有些家庭中，由于某一方较
为强势，或者家庭成员都比较固执、互不相让，
过度强调家庭的一致性，会为此吵架、冷战，长
此以往每个家庭成员都身心疲惫，家庭也容易出
现裂痕。

这样的家庭要理解到，说教式、贬低他人的
沟通是会起反作用的。沟通时尽量多表达期待，
少指责;也可以采取一些说话技巧，比如以玩笑的
口吻将问题说出，或在较为轻松的气氛下交流;即
使最后还是无法统一意见，也要尝试理解和包容。

情感流动。幸福的家庭更讲感情而非道理，
尤其在一些非原则性的小问题上。有时候，家人
的容忍会让人感觉自己是被爱的。有些人对待生
活中的小事也上纲上线，或是得理不饶人，最终
会把家庭氛围搞得过于紧张，阻碍情感的流动，
缺少温情。

此外，在幸福的家庭中，既有正向的情感流
动，比如感激、欣赏、赞美，也有负向情感，比
如牢骚、偶尔的抱怨等，这样才是合乎常理的。
但有些家庭中，只能接纳正向的情感流动，不允
许出现一点负面情绪。报喜不报忧的结果就是整
个家庭过分压抑，甚至将问题埋藏在心，留下隐
患。

这样的家庭，要允许“不”的表达，不要过
于苛责、讲道理，可以用“吐槽”的方式说出委
屈。有时候，家人间有矛盾与冲突是正常的，关
键在于如何看待和解决。实际上，每次新矛盾的
出现与成功解决都是家庭关系的一次升华。

灵活变通。健康幸福的家庭有一定的弹性，

可以在面对压力或变动时齐心克服困难。比如平
时家务、教育子女等事务妻子承担得多一些，但
如果妻子工作变得繁忙，无暇顾及家务时，丈夫
可以适当转变角色，帮妻子分担;又比如经济条件
较好的家庭，丈夫可以一人挣钱养家糊口，妻子
料理家事，但如果经济上出现变故，妻子也可以
站出来帮丈夫减轻负担。整个家庭灵活变通，一
起配合着积极应对环境变化。

而有些家庭缺少这样的弹性与变通，丈夫就
忙自己的事业赚钱养家，很少过问家事，而妻子
就只管家务不体谅丈夫的辛苦。看似分工合理，
但僵化的相处模式会让一个家庭在挫折和动荡面
前不堪一击，且成员间很难互相理解和帮助。

家人间不要各守一方，应多替他人着想，相
互支持才能生活美满、共渡难关。还有，虽说家
人之间的付出不应强求回报，但如果一个人长期
单方面付出，很容易心理失衡，最后撕破脸的事
也时有发生。因此，对家人的付出应多一些感
恩，适当做出回应，言语上不要吝啬感激与赞
美，这样家庭才会温暖且有生命力。

边界清晰。在幸福的大家庭中，核心家庭与
原生家庭有着良好的界限：父母不会过多干涉子
女，夫妻也不会过于限制孩子。但能做到这一点
的家庭并不多，常常是边界不清、你我不分，甚
至诸多控制、道德绑架。比如夫妻间的矛盾常把
孩子卷进来，向孩子埋怨、吐槽自己的另一半，
或长辈过多干涉子女婚姻，出现婆媳矛盾等。家
庭边界不清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判断，放大家庭矛
盾。

核心家庭与原生家庭之间既不能太亲密，也
不能太疏离，要保持一定距离，相互关心又相互
尊重。父母要学会放手，夫妻间的矛盾、问题要
自己解决，不要牵涉孩子，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心灵空间。

史书记载，李世民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非凡之
处。4岁的时候，有个书生自称善于看相，见到李世
民道：“龙凤的姿质，日月的仪表，到二十岁，必定
能济世安民。”李渊采纳“济世安民”之义来作为李
世民的名字。李世民此后的人生似乎印证了书生的预
言，17岁就凭智计破解了突厥之围，之后陆续消灭各
地割据势力，为唐朝建功立业。登基后，对内勤政爱
民、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
养生息，国泰民安；对外开疆拓土，文治武功之高，
被称为“天可汗”，开创了有名的贞观之治。那么，
那位书生的“看人很准”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
就像一句古话所说“三岁看老”？

为了探索 3 岁在人的一生中究竟起到多大作
用，1980 年英国伦敦精神病研究所教授卡斯比与
伦敦国王学院的精神病学家们对 1000 名 3 岁幼儿进
行了一项长期观察试验。研究发现，3 岁时十分活
泼、热心，性格外向的孩子，在 26 岁时，表现出
开朗、坚强、果断、领导欲较强等特质。而 3 岁时
表现得自信、自制，情绪稳定的孩子，到 26 岁
时，性格依然如此。当年被列入“沉默寡言”类的
孩子，成年后比一般人更倾向于隐瞒自己的感情，
回避可能导致自己受伤的事。

卡斯比教授认为，孩子性格形成和能力培养的
关键期就在 3 岁之前，这个阶段的孩子生活在什么
样的家庭，接触什么样的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将会形成相应的性格。不只是卡斯比教授，童年经
历对一个人人格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是心理
学界的共识。

所以说，三岁看大确实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当
然，中国还有另一句古话：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童
年经历并不是塑造孩子性格的唯一因素，生理遗传、
学校教育、同辈影响、流行文化以及生活环境，都会
影响孩子人格的发展。但毫无疑问的是，3岁之前的
教育和影响，的确很大程度决定了孩子的基本性格模
式：是信任他人还是充满怀疑，是擅长交往还是自我

孤立，是独立自主还是容易依赖，是自尊自爱还是缺
乏自尊，是敢于表达还是容易屈从。按照著名精神分
析学家阿德勒的看法，成年人表现出的人格特质，可
以视为童年经验的直接投射。

如果童年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养育善良、幸福的
孩子，帮助孩子养成好性格好习惯呢？

1.鼓励孩子多交朋友。多安排孩子和同龄人一
起玩耍，有助于孩子碰到性格各异的小伙伴，既能
够培养沟通合作的能力，也能够经历必要的挫折教
育，培养性格的韧性。

2.换位思考。在日常生活中，尽量让孩子理解
别人，换位思考。比如，看到小朋友被抢了玩具放
声大哭的时候，问问孩子“这个小朋友为什么哭”；
在街边散步，看到孩子牵着妈妈的手，满脸笑容，
问问孩子“这个小朋友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这些
都是锻炼换位思考，培养共情能力的好办法。

3.坚持阅读。坚持陪伴孩子阅读，有助于加强
亲子关系的亲密感，也能够帮助孩子接触到更多词
汇，通过阅读故事有助于整理感情、发展想象力，
这对于养育幸福宝宝是很重要的一课。

4.说出自己的感受。培养真诚开放地表达情绪
的家庭氛围，父母有情绪的时候学会用语言表达出
来，有助于增强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还能为孩子
树立好榜样。

5.音乐熏陶。研究发现，长期接触音乐能够大
幅提高孩子对他人情绪的感知能力，这对孩子与他
人建立和维持友谊至关重要。不论是弹奏乐器还是
唱歌，想办法让孩子爱上音乐，对孩子发展出好性
格有重要意义。

6.做好爱与规则的平衡。培养善良有幸福感的孩
子，要做到奖惩平衡。有爱而无规则，会走向溺爱；
有规则而无爱，会缺乏亲子之间的亲密和依恋，容易
导致对抗和反叛。培养孩子的道德感，要善用CAP规
则：C 代表清晰，为孩子制定的规则必须清晰可执
行；A代表接纳，即使是在训导孩子的时候也要保持
一颗接纳的心，让他们感觉到严厉背后的爱意；P代
表表扬，当孩子能够按照规则行事时，及时进行表
扬，强化孩子的优良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