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故事

小洋是一名成绩优秀的高二

男生，上个学期跟班级中的一名女

生谈恋爱了，每晚都煲很久的电话

粥，成绩有下降，后来在家长和老

师的共同“努力”下，跟女生分手

了。但是至今成绩也没有上去，小

洋母亲怀疑是那名女生还在纠缠

自己的儿子，导致他无法专心学

习，班主任拜托我跟小洋谈谈。

和小洋的谈话让我了解到不

一样的情况。他很内疚地告诉我，

他主动追求那名女生，两个人既

怕影响学习，也怕被双方父母发

现，恋爱谈得提心吊胆。女生的成

绩不太好，而小洋因为心思不在

学习上了导致成绩也退步了。小

洋的母亲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了儿

子的“秘密”，就跟他谈话，劝他放

弃感情，班主任知道后也找小洋

谈话，提醒他学业重要。小洋在重

重压力下就开始减少跟女生的联

系，对方感觉到了也开始回避，但

是小洋内心觉得很痛苦，又无处

倾诉，在经历过一阵子的“相思”

煎熬之后，又忍不住和女生打电

话了。最近有一次，女生听到有老

师议论说小洋被她纠缠得成绩越

来越差，感到很委屈，提出分手，

小洋不愿意，两人的感情纠缠不

清到现在。目前，小洋觉得到处都

是压力，不知道如何是好。

心理分析：

现在高中生谈恋爱是挺普遍
的现象，情感的需求是这个年龄
阶段的正常表现，并不可怕。有许
多恋情虽然初衷是想长相厮守但
是结果都演变成是尝试和“练
习”。其实顺其自然，或许过程中
有痛苦有辛酸，但是那也是一种

生活的体验，经历过之后人会变
得更加成熟。当然有些孩子不成
熟，会迷失在恋爱中，那么作为家
长和老师有时候是需要介入一下
的，但是方式方法要得当。

案例中的小洋之所以感到痛
苦和纠结不外乎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真心陷入恋爱难免会让
人分神，无法顾及学习，感情与学
业的冲突恐怕不仅仅是学生特
色，工作的人不也是会遇到感情
与事业发生冲突的情况吗？

二、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
时候，会在意别人的看法也是常
见的，而且是尊敬的长辈给出的
意见自然会三思，但是接受长辈
的意见前提是能够从内心接纳，
如果是怕忤逆之后被指责而被
迫接纳意见，那么那份感情会像
小树一样疯长并且变本加厉地

搅动心情。
三、“好学生”往往学习好，懂

事明理，这种现象的背后有时候
是付出了压抑自己感情的代价，
或者有些是被家长逼着学习，情
感得不到满足，就会想从恋爱中
获得情感的补偿。“好学生”谈恋
爱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成绩不
能变差，否则就会被干涉，但是其
实这是两回事情，家长们往往觉
得断了客观因素就可以让孩子专
心学习，这是武断和粗暴的。
建议：

一、小洋需要的指导是如何平
衡好学业和感情，如果平衡不好他
会思考取舍，长辈不应该在没有给
他思考时间的前提下就帮他作出
决定。家长可以和孩子坐下来谈谈
他心仪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他为
什么喜欢她，了解比武断要更有发
言权。

二、要关心孩子的内心感受
和情感体验，不能仅仅是提要求、
下命令，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孩
子迫于压力表面上遵从了，但是

痛苦压抑到了心底深处，反而是
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被触发，这时它的破坏力会很
大。

三、家长和老师有时候太着
急了，急迫地想解决问题，所以没
耐心听孩子倾诉自己的心声，而
是急于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
子。感情的事情比较复杂，要给孩
子一点儿时间和空间去体验消化
和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这样
操作，知道孩子在谈恋爱，给出一
些规定，比如：每天的通话时间控
制在半小时，如果发现情绪不稳
定要说出来，不能憋在心里等等。
用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内容去约
束行为比空泛的说教来得好操作
而且不易伤害孩子的感情，也不
会给孩子额外增加精神负担。

爱情本身是美好的，遇上了
就去面对，逃避、伤害都不是积极
的办法。希望小洋可以像男子汉
一样做出选择，承担责任，不负他
人，不负自己，不再纠缠。

（中国中学 胡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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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避孕药是适合健
康育龄妇女的避孕方法之一，但
有一些妇女是不适宜应用避孕
药来避孕的：重大疾病患者、血
液病及内分泌疾病患者、妇科肿
瘤患者、精神病患者、月经稀少
者等。

重大疾病患者：由于激素类
药物要在肝脏代谢，自肾脏排除，
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因此
急、慢性肝炎或肾炎患者均不宜
使用。

血液病及内分泌疾病患者：
避孕药会使凝血功能亢进，并增
加血栓形成的危险，可使血糖升
高，影响甲状腺功能，所以各种
血液病、血栓性疾病、内分泌疾
病如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等
患者均应避免应用。

妇科肿瘤患者：由于妇科肿
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的
疾病，服用含有雌孕激素的避孕
药可加重病情，应禁用。

精神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

的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发生误服
错服等情况，产生不良后果。

月经稀少者：避孕药可能会
使月经进一步减少。

年龄>45岁者：该时期激素水
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用避孕药避孕。

年龄 >35岁的吸烟妇女：不
宜长期服用，以免卵巢功能早衰。

哺乳期妇女：避孕药可抑制
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而影
响新生儿的发育，因此，哺乳期
妇女不能使用。

!服务站的故事

哪些人不要用避孕药?

优生计划第三步：提前进行

营养准备

对于已经计划怀孕的女性
来说，补充相关的营养素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如叶酸。叶酸应
该从孕前 3个月就开始补充，每
天应补充 400微克叶酸，直至妊
娠初三个月。

在准备怀孕的过程中，以免
对孕期产生不良影响，也要调整
一些平时不良的饮食习惯。如孕
期容易出现缺铁和缺钙;很多准
妈妈很容易出现便秘现象，而便
秘和活动量少及饮食有直接的
关系。所以从准备怀孕开始就要
注意少吃辛辣食物，要多吃新鲜
的水果蔬菜、多喝水。

优生计划第四步：加强体重

管理

很多女性过了 30岁都容
易发胖，这时要想做个健康的
准妈妈，就要有意识地保持正
常的体重。因为大龄孕妇的妊
娠高血压疾病和妊娠期糖尿病
等妊娠并发症发生几率本来就
高，如果再加上体重超标，患病
的危险性将更高。另外，产道弹
性低的大龄准妈妈，很容易发
生产程延迟、手术助产等问题。
如果体重超标，也会提高以上
问题发生几率，而增加分娩的
风险以及产后恢复。

孕妇不仅体重过重会有一
系列的问题，营养不良性消瘦也
有问题。成年女性每次在月经来
潮时都会消耗一定量的脂肪，而
要保证正常的月经周期，保证女
性具备生育的能力，也要维持体

内有一定的脂肪量。如果长期采
用少吃或不吃的方式减肥，导致
体内的脂肪过度减少，会产生
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贫血、
低蛋白血症等不良后果，严重
的还可造成排卵停止而导致不
孕。另外，脂肪含量还会影响女

性体内雌激素的水平;如果减肥
过度使体内缺乏足够的脂肪，
在雌激素失去应有活力的同
时，也使女性失去受孕的能力。
因此，大龄准妈妈注意控制和
保持正常体重，也是优生计划
的其中一项。

大龄妈妈好“孕”七步曲（二）

核心提示：法国遗传学家摩
里士的研究成果表明，男性精子
质量在30岁时达到高峰，然后
能持续5年的高质量。专家们还
调查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家
庭出身、双亲匹配、出生环境等，
总结出孕育天才的规律。

1、天才儿童的 98.8%是男
性。

专 家 的 研 究 对 象 ，是
1901-1985年诺贝尔物理奖、化
学奖、医学或生理学奖三种自然
科学奖得主。总人数共 330名。
(人次大于此数。因有同一人两
次获得者。如居里夫人，曾获得
物理和化学奖各一次)获奖的
330人中，男性 326，女性 4。男
性为总数的98.8%。

2、天才儿童的 93.3%出身
于中产阶级家庭。

330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中，有308位出生于医生、教师、
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家
庭，为总数的93.3%。

3、天才儿童孕育时，其父亲
年龄较大。

调查发现：天才儿童孕育的
父亲年龄在 32-48岁者，占总
数的百分之八十；父亲年龄在

30岁及以上者占总数的百分之
九十；而百分之百的父亲年龄大
于男子性成熟的24.6岁。

如小布拉格（WillianLawrence
Bragg，1890.3.31—1971.7.1，获1925
年诺贝尔物理奖），其父孕育他时
28岁；又如尼·玻尔（NidsHenril
DavidBlhr，1885.10.7—1962.11.18，
获1922年物理奖）其父孕育他时
32岁；阿·玻尔（尼·玻尔之子，
1922.6.19，荣获1975年诺贝尔物
理奖），其父孕育他时36岁；伊伦
娜·居里（1897.9.12-1956.3.17，获
1935年化学奖），其父孕育她时
38岁；费米（EnicoFer-mi，1901.
9.29-1954.11.25，获 1938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其父孕育他时44
岁。

4、天才儿童父母的出身、年
龄、气质(性格)、血型、文化水
平、工作性质、兴趣爱好等协调
匹配很好。

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伊伦
娜·居里，她的母亲是居里夫人，
父亲是皮埃尔·居里，教授。 其
父母的出身，一位是医生，一位
教师，门当户对;父母的年龄差
是8岁又176天，且男大于女，
年龄相当，他们的气质是一阴一
阳(心理学是为“A+B”)，性格协
调;都学的是物理专业，又都是
物理学硕士，且共同研究放射
性，文化程度既相当工作性质
也相同。工作中，皮·居里负责
理论方面，综合、提炼实验数
据，撰写论文，充分发挥其情商
高极之特长。居里夫妇在放射
性研究中工作协调很好，对事
业成功很有利，对子女的潜移
默化教育效果也很好。他们都
喜爱远足旅游，兴趣爱好一致
……居里夫妇生育一位诺贝尔
奖金得主，一位文学家。两个女
儿与其多种生物钟的运行协调
匹配有密切关系。

孕育天才宝宝的四大规律

谁在纠缠谁
——— 一名“好学生”的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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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卵相遇成受精卵，才能怀
孕，如果精子与卵细胞不能相遇，
就不会怀孕。所以，有些人以为体
外排精是一种很安全的避孕方
法。从理论上看，这种想法似乎是
成立的。但实践证明，体外排精却
是很容易失败的一种避孕措施。

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射
精前，往往已有少许精子随前列腺
进入阴道。这种情况并非所有的男
子都会及时觉察。尤其是新婚，情

绪兴奋，感情冲动，经验不足，很难
恰到好处地掌握好这一时机，使部
分精液留在阴道，以致造成体外排
精失败。体外排精，使夫妇双方精
神紧张，会产生不必要的心理压
力，加重精神负担，影响性生活的
和谐，还不利于身心健康。

男性的性反应是由生理刺激
和心理刺激在大脑皮层支配下完
成，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和情绪
的干扰。由于体外排精时必须“提

高警惕”，这种高度紧张的心态不
仅满足不了性兴奋的要求，同时
也会影响到性兴奋高潮的出现。
久而久之，便会发生阳痿、早泄等
性功能障碍。经常强行抑制射精，
有可能发生中枢神经和腰骶部射
精中枢的功能障碍，由此导致射
精功能障碍。由此可见，体外排精
虽然是一种避孕方法，然而，却是
一种容易失败又不利于身心健康
的弊多利少的避孕措施。

哪些情况下需要采取紧急避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