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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找对象也如此。每个人由于
身心需求、家庭环境、个人条件不一样，对伴侣的期
待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有九种常见的择偶心理模式。

1.外倾型。这类人选择恋人时，更看重容貌、
身材、言谈举止、风度等外形特征和热情大方、
善交际、活泼等性格特征。例如，具有此种心理
模式的女性一般会选择身材好、相貌英俊、举止
潇洒的男子；男青年一般会选如花似玉、温柔善
良、活泼可爱的女性。

2.内倾型。这种人选择恋人时侧重知识丰富、有
修养有才华、品德好、诚实稳重。比如女生会选事业
心较强、才华出众、为人正直、老实的男性；男性喜
欢有较高知识修养、勤快能干、用情专一的女性。

3.求全型。这部分人觉得恋人应该十全十美、完
美无缺。比如希望自己的男朋友、丈夫不仅要有运动
员的体魄、演员的容貌、诗人的才华，甚至希望他们
有外交官的风度、服务员的殷勤。男性要求也颇多，
期待恋人是舞蹈家的身材、明星的容颜、学者的修
养、贵夫人的气质、有厨师的本领等。

4.精神型。他们更愿意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把性
爱的要求降至次要位置，对对方有一种敬佩或敬畏的
情感，或者是一种报恩之情或怜悯之心。

5.事业型。许多城市白领可能是这种心理模
式，希望两个人追求共同目标、开拓共同事业，
认为事业至少与性爱同等重要。他们决不会为了
儿女情长而放弃前途、发展。

6.经济型。近几年人们常常提到“经济型老
公”，他们更多的是从个人经济利益、生活享受的追
求出发来找配偶。把经济收人作为主要筹码去寻找恋
人，其他条件都处于次要位置。

7.政治型。这种人把联姻作为换取官运亨通、
财源广进的手段,看中的是对方拥有的权力和地
位，而不是其本人。

8.情感型。他们是爱情至上，以性、情感的满
足为追求，认为只要相爱，长相、才华、人品、
经济、父母态度等一切条件都可以不顾。

9.忘年型。爱情没有种族、国籍、年龄界限，但
一般都发生在同龄异性身上。而在一些特定环境和条
件下，有不少人喜欢比自己年长的异性，喜欢成熟
美，并感到在情感上有更大的满足，有更好的安全
感。老夫少妻或老妻少夫就属这种模式。

择偶动机虽有多种模式，对个体来说并不划
分得很明确，很多人存在多种模式，在不同人生
阶段侧重点也不一样。不论哪种模式，只要清楚
自己想要的，双方都理解对方的诉求，各取所
需，都能发展出好的婚恋。

适当运动是控制血压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多
年来，医疗保健专家始终建议高血压患者不要进
行等长肌力训练。这是一种静力性力量训练，指
肌肉在收缩时处于紧张状态，但长度不发生改
变，如平板支撑、桥式支撑、静蹲等。患者害怕
做这些动作，是担心锻炼时保持静止或屏住呼吸
可能升高血压，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近日
研究发现，等长肌力训练安全有效，且对锻炼者
的关节没有额外压力，如果高血压患者能遵医嘱
每周进行 3 次 12 分钟等长肌力训练，可起到良好
效果。

进行等长肌力训练，每个项目要求持续 45
秒，中间休息 15 秒。如果还不能达到这一水平，
可从运动 30 秒，休息 30 秒开始，逐渐增加时间。
若觉得某个动作难度过大，可选择对应的降阶锻
炼法。具体运动项目及方法如下：

1.靠墙半蹲。背靠墙，双腿呈 90 度向下滑到坐
姿。双手放在胸前，保持这一姿势，核心肌肉紧
绷。降阶锻炼法：大腿与小腿夹角可保持在 90~
120 度之间。

2.平板支撑。脸朝下俯卧，脚趾用力向上，双
臂伸直，支撑起躯干，核心部位收紧，保持躯干
成平板状。降阶锻炼法：跪姿平板，膝盖着地，
但保持手臂伸直，身体核心收紧。

3.握枪式。两手持重物 (如壶铃或哑铃)向前举
起，与身体呈 90 度，手肘靠近体侧。保持胸部挺
直，核心肌肉紧绷。降阶锻炼法：可减轻重量或
缩短锻炼时间。

4.重复做一次
靠墙半蹲。具体
方法与第一项相
同，尽可能坚持
45 秒。降阶锻炼
法：可增加大腿与小腿夹角，或减少半蹲时间。

5.左侧侧桥。左侧卧，双腿伸直，双脚叠放。
将左手放在左肩下的地板上，臀部和膝盖抬离地
板。核心肌肉收紧，避免臀部塌陷，保持躯干平
直。降阶锻炼法：将左膝置于地板上，但要保持
右腿伸直。

6.右侧侧桥。右侧卧，双腿伸直，双脚叠放。
将右手放在右肩下的地板上，臀部和膝盖离开地
板。核心肌肉收紧，避免臀部塌陷，保持躯干平
直。降阶锻炼法：将右膝置于地板上，但要保持
左腿伸直。

7.左侧过头举。站直，左手拿一件重物 (瓶子
或小哑铃)，靠近左耳，伸直肘部，举过头顶，保
持 30 秒，注意配合呼吸，呼气举，吸气放，保持
时自然呼吸，勿憋气。降阶锻炼法：减轻重物重
量或缩短举起时间。

8.右侧过头举。站直，右手拿一个重物，贴近
右耳伸肘，上举过头顶，并保持 30 秒。降阶锻炼
法：减轻重物重量或缩短举起时间。

9.重复做一次握枪式。具体方法与第三项相
同。

10.等长推起。俯卧，采用推起姿势，膝盖着
地，肘部发力直到胸部离开地面，保持这个姿势
30~45 秒，注意配合呼吸。降阶锻炼法：可采用跪
姿推起或缩短时间。

11.右侧静态弓箭步。站直，右腿向前跨一步
呈弓箭步姿势，膝关节与脚第二趾方向一致，膝
盖勿超过脚尖过多，可感受到左髋的屈肌和股四
头肌被拉伸。双手置于臀部，向前看，挺胸，保
持 30~45 秒，自然呼吸。降阶锻炼法：减少下蹲角
度或缩短锻炼时间。

12.左侧静态弓箭步。站直，左腿向前跨一步
呈弓箭步姿势，膝关节与脚第二趾方向一致，膝
盖勿超过脚尖过多，可感受到肌肉拉伸。双手置
于臀部，向前看，挺胸，保持 30~45 秒，自然呼
吸。降阶锻炼法：减少下蹲角度或缩短锻炼时间。

我国近几年癌症的总体发病率及死亡率呈现
出上升的趋势，一些癌症不仅发病率提高，甚至
出现了年轻化趋势，成为威胁国人健康的一大杀
手。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从 1930~2010
年，美国在 80 年间癌症死亡率下降了 26%，预
防、筛查、手术术式改进和并发症减少使得手术
死亡率降低，被认为是死亡率下降几大要素。

对此，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
师尤长宣表示，近十几年，我国在癌症治疗方
面，包括手术术式改进、术后并发症死亡率下
降、药物使用等总体治疗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与
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并不大。但在早筛及防癌意识
上还有待提高。提高常见肿瘤筛查率、科普肿瘤
防治知识，可以大大提升早期诊断率，使肿瘤患
者得到及早治疗，提升 5 年生存率。《健康中国
2030 纲要》 中提出，对恶性肿瘤的治疗原则是防
治并重、预防为主、综合施策，也强调了预防的
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在预防这一块还
是有一些短板需要去补齐的。

提升防癌意识，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就要留意
远离一些危险因素。美国癌症协会上述报告给出
的未来十年的十大抗癌策略，可以作为参考。

1.远离 11种病原体。一些病毒感染 (如 HPV、
HIV 和乙肝病毒)等会增加癌症风险。目前，有 11
种病原体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有致癌性，包
括：1 种细菌：幽门螺旋杆菌;7 种病毒：乙肝病
毒、丙肝病毒、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EB 病毒、
艾滋病毒 (HIV)等;3 种寄生虫：泰国肝吸虫、华支
睾吸虫(肝吸虫)、埃及血吸虫。

预防生活中常见感染，专家建议：首先应及
时接种疫苗，如 HPV 疫苗可预防宫颈癌、EB 疫苗
可预防鼻咽癌、接种乙肝和丙肝疫苗可预防肝癌
等。日常应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注意饮食卫
生。出现性生活接触性出血、白带增多有异味、
经期延长、月经量增多等情况，要及时就医，排
查宫颈癌;出现口臭、泛酸、胃痛等症状的患者，
应做胃镜和幽螺感染筛查;慢性乙肝、丙肝患者可
能出现乏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症状，切不
可轻视。

2.做好防晒。美国癌症协会表示，阳光照射是
导致皮肤癌的最大风险因素。几乎 86%的黑素瘤

皮肤癌和 90% 的非黑素瘤
皮肤癌与太阳紫外线辐射
有关。因此，做好防晒是
降低皮肤癌风险的最有效
方法。尤长宣表示，由于
体质、生活习惯等因素，
与西方人相比，国人皮肤
黑色素瘤的发病率较低，
并不是我国常见、高发癌
症，我们不必过于纠结。
可在阳光特别强烈时减少
外出或做必要的防晒措施，防止晒伤。

3.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放射。美国癌症协会认
为，所有电离辐射都有致癌性。美国 2006 年数据
显示，48%的电离辐射来自于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医
疗设备暴露。尤长宣强调，既要保证达到筛查目
的，又要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辐射，最重要的就是
要到专业机构找到专业医生，选择最合适的筛查
方式。最高级的检查未必是最好的，非必要的检
查项目，反而可能有损健康。

4.减少室内建筑材料放射。氡污染、甲醛污
染、苯污染等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其中，
氡污染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仅次于烟草的
第二大致肺癌物质。据美国国家研究委会估计，
美国 3%~4%的肺癌死亡，可以通过减少室内氡暴
露来预防。装修新家入住前，可请专业检测机构
进行一次室内环境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决定能不
能入住，如果污染不是很严重，最好通风 6 个月左
右再入住。家中多通风，可以降低室内氡、甲醛
等浓度。

5.戒烟是头等大事。控烟是防癌的头等大事。
美国自 1991 年以来癌症死亡率降低了 26%，其中
一半以上归因于吸烟率的下降。尤长宣表示，戒
烟对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有益。有研究显示，如
果在 40 岁以前戒烟，可以夺回至少 9 年寿命。

6.只要饮酒就有伤害。过量饮酒可造成身体多
方面不良影响，英国科学月刊 《成瘾》 发表文章
表示，饮酒至少与 7 种癌症有关。美国癌症协会建
议，女性每日饮酒量不能超过 1 份 ( 约为 240 毫
升)，男性不能超过 2 份。而 《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 (2016)建议，男性一天饮用酒精量不超过 25 克

(白酒约 1 两、啤酒约 1 瓶)，女性不超过 15 克，否
则即为饮酒过量。而新近研究表明，即便少量饮
酒也会增加某些癌症发生风险，为预防癌症，不
建议饮酒。

7.控制体重。超过 20 种不同类型的癌症与肥
胖有关，其中最显著的是直肠癌、子宫内膜癌和
食管腺癌。

8.健康饮食。减少红肉摄入量、限制食用加工
肉类可降低癌症风险。均衡饮食，每天吃多样食
物——水果、蔬菜、全谷物、蛋白质和乳制品
等，能帮助保持健康。

9.坚持运动。研究表明，每天至少进行 30~60
分钟中高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患癌风险降低，尤
其是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肺癌和子宫内
膜癌发病率也有所下降。预防癌症，美国运动指
南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应进行 150 分钟中等强度有
氧运动或 75 分钟高强度运动;或等量的两种运动组
合。

10.进行癌症筛查。对大多数癌症来说，及早
发现并治疗有益于提升生存率，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美国癌症协会建议定期进行以下癌症的筛
查：乳腺癌、宫颈癌、结直肠癌、肺癌及丙型肝
炎病毒筛查、艾滋病毒筛查。

尤长宣强调，大气污染也是影响癌症患病率
的关键因素。除关注上述防癌要点，保持健康的
生活方式，我们也要从自身做起，如减少不必要
的消费、少开一天车、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等，
以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发展“绿水青
山”，不仅能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还会促进国人
切身的健康获益。

摄入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预防上呼吸道感
染吗？近日 《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 刊载的一篇
文章给出了答案。

为了找出摄入维生素、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
对上呼吸道感染 （俗称感冒） 发病率的影响，瑞
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对 1500 余名年龄
介于 25~64 岁的志愿者进行了为期 9 个月的调查。
研究人员通过志愿者的饮食分析了他们每日营养
物质的摄入量，并要求志愿者及时报告呼吸道感

染情况。调查发现，志愿者的上呼吸道感染平均
发病次数为 0.9 次，女性和男性分别为 1 次和 0.7
次。统计分析表明，女性志愿者摄入较多的维生
素 C、维生素 E 和多不饱和脂肪酸时，相比摄入较
少的女性，上呼吸道感染发病率下降；而男性志
愿者摄入较多维生素 C 和锌时，上呼吸道感染率会
上升。研究人员表示，两性不同的营养代谢机制
和对疾病的敏感性造成了这种差异，但仍需进一
步研究找出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