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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感

快乐or痛苦，
情绪价值决定感情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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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人经济”正在向洗护领域蔓延。
年轻人“懒得洗头”的痛点，已被市场敏锐
捕捉。

“免洗头”产品成流量密码
记者打开某知名电商平台输入“免洗

头”关键词，看见免洗喷雾、干发喷雾、蓬
蓬粉等各式产品都拥有巨大销量，最高月
销量超过 7 万件。其中，国货个护品牌
Spes、英国免洗喷雾品牌 Batiste 备受青
睐。某电商平台发布的《2022个人洗护趋
势报告》指出，购买蓬蓬粉产品的Z世代
用户增速达到了57倍。

此类商品也成为了流量密码。在某
短视频平台、生活方式平台上，人们孜孜
不倦地搜索如何“不洗头”也能拥有蓬松
秀发的“种草攻略”，相关话题点击量轻松
过万，甚至过亿。

“来不及洗头、没有条件洗头或者懒
得洗头，都是靠着免洗喷雾才有勇气出
门。”广州某高校在读生维维表示，她随手
购买的一瓶免洗喷雾，已经成为宿舍内部
交口称赞的“神器”。

“免洗头”产品真的神奇吗
此类“免洗头”产品真的有这么神奇

吗？
据了解，免洗喷雾的原理是利用淀粉

类粉体吸附油脂，让头发表面达到干爽状
态。而蓬蓬粉的起效原理也差不多，只不
过是用粉扑在头发出油部位按压以达到
蓬松效果。

但有专家指出，这种“干爽”“蓬松”仅
仅停留于表面，并不能从根本上让头发得
到清洁。并且起效时间也往往无法维持
一整天。

“明明打了蓬蓬粉出门，两小时后头
发却很快又油了，徒生尴尬。”慕名买了蓬
蓬粉的“95后”女生欣佟抱怨道，“以后也
不会再用了。”

效果欠佳还是小事，对发质、头皮造
成损伤才真正令消费者担忧。专家指出，
频繁、长时间地使用免洗喷雾可能会令头
发干枯脆弱，堵塞毛孔，导致皮肤问题。
其中个别成分也会对头皮造成刺激。“可
以偶尔应急，但不要代替洗头。”

在这一新赛道中，许多已入局的品牌
都只不过是“尝试者”。在扩大规模的同
时，如何让产品更安全、更有效，仍然任重
道远。

会选：
五大原则帮你认识、挑选食物

“人体维持健康需要 40 多种营养素
和一些其他膳食成分，这就需要我们
根据不同食物的营养价值合理搭配。”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
爱玲推荐，每天至少摄入 12 种谷薯蔬
果、鱼禽肉蛋和奶豆坚果食物，每周至
少 25 种。

刘爱玲介绍，选购食物应掌握五大原
则：

一是多选新鲜天然的食物，少买腌菜、
水果罐头、肉罐头等深加工食物；

二是多选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比如
五颜六色的新鲜蔬果、鸡蛋、瘦肉、水产品、
全谷物等；少选只能提供能量而缺少其他
营养素的“空白能量”食物，如糖果、油炸面
筋、辣条、含糖饮料等；

三是首选当季当地食物资源，自然成
熟期可以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新鲜且口感
更好，还可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微生物污
染和能耗；

四是利用营养标签来选择低油、盐、糖
的预包装食品；

五是考虑成本，不过量囤积食物，特别
是容易腐败的蔬菜水果，避免造成浪费，

“在选购时我们还要坚信一点：贵并不等于
营养价值高，许多物美价廉的食物自身营
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丰富。”

需要注意的是，坚果含有较高的不饱
和脂肪酸、维生素E等营养素，但脂肪含量
高，应适量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推荐平均每天摄入 10 克左右，相
当于一把半的带壳葵花子或 2 至 3 个核
桃。食用原味坚果为首选。

会看：
食品营养标签有门道

食品营养标签是食品与消费者“沟通”
的有效渠道。2013 年起，《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在我国正
式实施，要求预包装食品应在标签强制标
示能量和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含
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表示，上
述国家标准施行近10年，仍有不少消费者
在购买食物时只看价格、生产日期和产地，
忽视营养标签。但标签可以帮助消费者了
解食品的营养特点，更好地比较和选购适
合自己的产品。

那么，在选择预包装食品时，营养标签
应该怎么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副主任樊永祥介绍，要特别注意产品配料
表和营养成分。

“看配料表时建议记住一个原则：按照
标准要求，配料表应该按照加入量递减顺
序排列，排在前几位的一定是这个产品主
要的原料。”樊永祥说。

营养成分表写出了每份食品中营养成
分的具体含量，其中的营养素参考值则提
示了这份食品中提供的营养素含量占人体
每日所需营养素的比例。

“比如一袋40克的薯片能够提供脂肪
13.3 克，可以提供我当日所需要脂肪的
22%。这就警示，吃完这袋薯片后我的脂
肪摄入量已经够高了，吃其他食品时就要
更加控制油脂摄入。”樊永祥解释说。

此外，专家提示，还要关注“隐形钠”的
存在。除食盐外，加工食品中使用的焦磷
酸钠、抗坏血酸钠等都可以成为钠的摄入
来源。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日均盐摄入量

不应超过5克，折算成钠约为2000毫克。

会烹：
全谷要多、油盐要少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
（2021）》显示，我国居民粮谷和杂豆类食物
摄入量呈下降趋势，但仍是能量的主要来
源；其他谷物和杂豆的摄入量低于膳食指
南推荐摄入量。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常翠青说，全
谷物含有B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
营养素，对预防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等有重要作用。

“从小吃杂粮的孩子胃肠功能比较好，
不易发胖，体能也更强。一些‘三高’患者
更需要通过全谷杂粮控制血糖、血脂和体
重。”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系副教授范
志红说。

膳食指南提出，多吃全谷、大豆、蔬菜，
烹调少盐少油。如何把良好饮食方式落实
到餐桌上，让美味不减、健康加倍？

全谷杂豆因为保留了种皮且质地紧
密，口感容易偏硬。对此，范志红介绍，提
前对杂粮进行冷藏浸泡，或是先煮杂粮半
小时再加入白米，便能制作出粗细搭配、软
硬适中的杂粮饭、杂粮粥。

蔬菜要多吃，少放盐也能做得好吃。
范志红建议，凉拌菜不要提前腌，在上桌之
前再加调料，保证只有表面一层有盐；炒菜
起锅时再加盐，或只淋少量酱油，也能让菜
中间的咸味比较淡，又不影响味道。

“少盐并不是要放弃调味，可以用醋、
柠檬汁、咖喱粉、孜然碎、胡椒粉等香辛料
代替盐，不仅可以调味，还能增加抗氧化物
质和微量元素的供应。”范志红说。

假期休息在家，除了看电视、刷手机、
补觉,你还干吗啦？没事儿时多照照镜
子，研究发现，这样可以帮助减肥。

照镜子是一件寻常的事，毕竟爱美之
心人皆有之。近日，美国学者发表的一项
系统综述回顾分析了近十年来有关照镜
子对肥胖患者行为的影响的文献，指出对
于肥胖患者，照镜子有助于减肥，其对健
康饮食行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实际上，这是一种镜子暴露疗法，属
于认知行为疗法的范畴。

研究发现，镜子暴露疗法有减少不健
康食物摄入的效果。有学者曾在 2016年
进行了4项镜子对味觉影响的研究发现，
照镜子会使人觉得不健康的食物味道变
差，进而减少了不健康食品的摄入，还促

使人倾向于选择更健康的食品。
研究者还发现，对着镜子吃饭，吃得

更少，更细嚼慢咽。在镜子监督下吃饭不
失为一件好事。另外，镜子暴露疗法还可
以减轻焦虑，增加减肥的自信心，更有利
于体重减轻。

胖人总是对自己的形体感到不满，容
易自暴自弃！研究发现，照镜子可以减轻
这种不满感觉，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找回
自尊感。研究者指出，对于需要减肥的肥
胖人群，每天花几分钟照镜子审视自己，
有减肥的功效。

许多研究已表明，镜子暴露疗法在抑
郁症、焦虑症、神经性厌食症或贪食症、药
物依赖、慢性疼痛等多种疾病或心理障碍
疾病的治疗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最近，闺蜜告诉我，她跟相处了大半年的男
友提了分手。我问：“为什么？”闺蜜说：“他没法
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总是跟我抱怨各种不如意，
和他在一起我也变得很累很消极。我心情不好
时跟他讲，他只会说几句干巴巴的话，根本安慰
不到我。而且他心态特别容易崩，还爱发脾气，
我受不了身边总有个定时炸弹……”

如今在恋爱中，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提到“情
绪价值”这个词，那么，在婚恋中的情绪价值到
底有多重要？

什么是“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这个词，最初来源于经济学和

营销领域。在生活中，我们借用了这一概念来
界定亲密关系中的“情绪价值”：当一个人与伴
侣相处时，Ta所感知到的情绪收益和情绪成本
之差就是情绪价值。

很多学者发现，只有使顾客在与企业的交
往中获得情绪价值，企业才能建立核心竞争优
势。类似地，在亲密关系中，一个人能否为伴侣
提供情绪价值，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决定一段感
情的成败。

比如，和Ta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里，你感
到对方带给你的快乐比痛苦多，于是你可能会
继续和这个人走下去。反过来，如果你在Ta身
上经历的难过、失望已经超过了幸福，你大概会
放弃这段感情。

从定义“情绪价值”的这个公式上看，要想

在关系中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只需要满足这
个条件：情绪收益>情绪成本。可感情并不像
解一道数学题这么简单，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
给他人提供情绪价值呢？

提供情绪价值的核心在于情绪成熟
“情绪成熟”意味着能根据不同情境，做出

适当、积极的反应。为什么说情绪成熟是给他
人提供情绪价值的核心呢？因为情绪成熟的人
有三个特点：负责、有适应能力、给予。这三个
特点在给他人提供情绪价值上可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

1.负责。
既知道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也愿意为自己

给他人造成的负面情绪负责。
比如，当自己有很多负面情绪时，Ta不会

发泄到别人身上。而情绪不成熟的人，则总是
想着让别人来分担和应付自己的坏情绪，不顾
自己可能会影响对方的情绪。换句话说，情绪
成熟的人不会寄希望于对方为自己的情绪负
责。

另一方面，处在亲密关系中的两个人或多
或少都会影响彼此的情绪。如果一个情绪成熟
的人给对方造成了负面情绪，Ta也会愿意在自
己的能力限度里承担责任，真诚地表达歉意、做
出弥补，来改善对方的情绪。

2.有适应能力。
指的是有能力根据场景的变化调节自己的

情绪，控制自己在情绪状
态中的行为反应。

如果一个人的适应能
力不好，Ta会更容易被情
绪绑架，基于情绪做出冲
动性反应，一发生冲突就
暴跳如雷，冲着伴侣发火。

适应能力好的人，则
能够根据不同的场景调节
自己的情绪，选择自己的
行为，在体验到负面情绪
时依然维持理性，不会因
为受到强烈情绪的影响而
做出伤害自己或伴侣的冲
动行为。同时，在亲密关
系中，稳定的情绪状态会
让另一半感到安全、可靠。

3.给予。
指的是一种付出的能

力，表现为在情感上并不

只关注自己的期望和要求，也
会考虑他人、同理他人感受。

有些人在给予时，只是形
式上为他人付出，或仅仅将给
予看作一场交易——“我给予
你是因为你会因此对我付出，
我给予的目的是为了索取。”这
样的给予不会让对方获得长期
稳定的情绪价值，因为Ta关注
的始终都是自己能否获得回

报，一旦发现无法从对方身上索取到什么，Ta
就不愿意再付出了。

情绪成熟的人真正在乎、考虑他人的快乐
和需求，因此能共情另一半，从而让另一半获得
情绪价值。

如何给他人提供情绪价值，根据多项研究
我总结了以下4点 tips。

1.以积极建设性方式回应对方分享的好消息。
很多人知道在伴侣伤心难过时给予支持，

是提供情绪价值必不可缺的方式之一，而容易
忽略的是，在伴侣心情愉快时做出的回应也很
重要。

研究发现，比起如何回应伴侣讲述的负向事
件，如何回应伴侣讲述的正向事件，似乎更能影
响伴侣对关系的感受。当人们能对伴侣讲述的
正向事件做出建设性积极回应时，伴侣会感到更
高的亲密感、信任感，对关系的满意度也会更
高。积极建设性回应一般表现为认真倾听、积极
评价、提问等方式，表明了一个人关心另一半分
享的好消息，真正能够get另一半的愉快心情。

2.对日常小事表达高质量的感恩。
研究发现，在一方表达更多感恩的日子里，

另一方对关系感到更满意。人们很容易养成习
惯，把伴侣在日常中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但
感恩能起到助推剂的作用，为亲密关系注入积
极的情感体验。

3.为压力大的伴侣提供支持。
向压力很大的伴侣提供明确和公开的支

持，可能会让对方感到自己有义务快点好起来，
而这会导致对方压力更大。

最有效的支持实际上是“无形的”。研究发
现，当一个人悄悄地为另一半提供支持时，伴侣
情绪的改善会更加明显。比如，妻子最近工作
压力大，丈夫回家时带了她最喜欢的草莓。比
起大张旗鼓地为她加油打气，不动声色地为她
提供支持，有更好的效果。

4.争论爆发前，软化开启对话的方式。
研究亲密关系的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发

现，在婚姻关系中，伴侣双方争吵的前三分钟发
生了什么，可以预测他们是否会走向离婚。戈
特曼指出：“在94%的情况下，争论的开始方式决
定了结束的方式。”他建议人们带着积极的意图，
并用平静的、中立的语气和伴侣开始讨论问题。

当和伴侣意见不合免不了要争论一番时，
你可以在争论前软化开启对话的方式。通过清
晰而温和的讨论，对方可以感知到你对Ta的尊
重和关心。避免用责备、攻击的语气，因为这可
能相当于在增加对方的情绪成本。

会选、会看、会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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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至21日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会烹会选 会看标签”，提倡大众更好地利用食物，在烹调中减油

减盐，享受食物的天然美味。
不合理的膳食结构会带来严重的疾病负担，2018年全球营养报告指出，全球近五分之一的死亡与饮食相关，其中

主要原因是高盐，全谷物、水果、坚果摄入量少，以及能量不平衡。如何规划我们的饮食才最合理？怎样选择营养价值
高的食材，烹调出健康又美味的食物？营养专家给出建议。

□温竞华

“免洗头”产品
真能代替洗头吗？

□陈馨

没事多照照镜子帮你减肥
□杨进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