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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做了激动人心的事! 发表在美国"个性与社

会心理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当男女一起做过

令人激动的事情%如玩过山车&骑摩托车兜风&爬山探

险等'以后$双方发生恋情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 为了

证实这一结论$ 研究者将参试者分别置于两种情境

中(一组走一座平稳的桥$另一组走一座又高又晃的

桥$结果后一组参与者对彼此的评价更高$留下电话

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住的地方离得很近! 两个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对爱

情能产生重要影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进行的

一项研究发现$住得近的男女更容易相爱! 这是因为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有一些被动的相互接触$如在路

上擦肩而过$有共同熟悉的咖啡馆$这种现象被称为

)纯粹接触效应*$会让两人产生亲密感!

都养了宠物狗!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曾进行

过一项试验$他们要求女性参与者阅读介绍男性特征

的短文! 当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养了一条宠物狗时$女

性参与者会认为他们具有较强的长期吸引力$因为这

意味着男性有照顾他人的能力$拥有宠物还能让人感

觉更放松&更容易接近和更快乐!

步速相匹配的人!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

研究人员发现$ 走路步速相当的人更容易相互吸引!

同时$男性在与心爱的女性走路时$会无意识地调整

步速与她相适应!

经常微笑的人! 瑞士学者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微笑会影响人们对异性的好感程度$一些受调查者表

示$当时就是因为伴侣的一个迷人微笑俘获了真心!

给对方一杯热饮! 心理学家约翰+巴哈曾做过一

项研究$他让参与者手持一杯热饮料或冷饮料$并对

其他人的个性特征做出热情或冷漠的评价! 结果发

现$手中持有热饮料的人会更容易对他人做出正面评

价! 因此$在见面时端给对方一杯热咖啡而不是冰激

凌$可能会让对方产生浓浓的暖意!

他生活在一个整洁的家中! 人们常常认为女性会

被男性的豪宅所吸引$但英国卡迪夫城市大学的研究

人员发现$女性对家中干净&有条理的男性更容易产

生好感!

会弹奏乐器! 法国学者发现$懂得一定的音乐知

识或者嗓音比较优美$都更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 如

果两个人都喜爱音乐$那更容易相互吸引!

拥有某种类型的胡须! 澳大利亚学者进行的研究

发现$胡子也会影响女性对男人的判断! 男性有一点

浓密的短胡子$更容易获得女性的好感$女性在排卵

期更青睐有胡子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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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症中$ 男方因素约占
"89

$

女方因素约占
"89

$ 不明原因性不

孕约占
:89

! 在女性不孕中$输卵管

因素约占
"89

$ 排卵因素约占
"89

$

不明原因约占
!89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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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常

见因素! 女性不孕的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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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大多数输卵管疾病继发

于感染 $ 尤其是盆腔炎症性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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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包括阑尾穿孔&流

产后感染等$粘连可导致输卵管的闭

塞!研究显示$在
!$?!@

岁的女性中$

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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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率$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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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大

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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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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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每

!888

人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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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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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患病率也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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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病率增加的重要原因$例如衣原体感

染! 另外$阑尾穿孔是引起输卵管不

孕的重要因素$感染性流产是输卵管

因素不孕的另一主要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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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目前认为潜

在小的或轻微的子宫内膜异位症%

!

期或
:

期'是否引起不孕尚有争议$可

能因为盆腔粘连和炎症因子导致生

育力低下$ 而
3

期或
"

期子宫内膜异

位症因为盆腔粘连严重$会引起输卵

管扭曲&排卵功能障碍而导致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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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术后粘连#粘连会影响

受孕比率$ 如果输卵管复通手术后
!

年未孕或术中发现严重疾病存在$体

外受精
C

胚胎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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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

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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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道畸形#子宫畸形在生育

妇女中的发病率为
!$$@"

$而在不孕妇

女中则为
!$:#

!这个结果表明$先天性

子宫畸形在不孕妇女中的发病率较正

常妇女多
:!

倍$ 子宫畸形中$

F9

的子

宫畸形为鞍状子宫&

3"9

为子宫纵隔&

3@9

为双角子宫&

!!9

为双子宫&

$9

为

单角子宫! 鞍状子宫和双子宫对不孕

症无明显影响$ 不全子宫纵隔患者妊

娠丢失率明显增高$ 单角子宫不孕率

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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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露#与子

宫畸形密切相关$如短弯曲管道和较

小开口皱缩的伞端$结节性峡部输卵

管炎表示峡部输卵管黏膜膨隆至肌

层甚至浆膜下$虽然关于先天性和感

染性憩室有矛盾性的证据$但很明显

与不孕和异位妊娠密切相关!其他畸

形如附属输卵管的开口和较长输卵

管纤毛综合征$与不孕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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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 最常见于

近期妊娠子宫的扩张和刮宫术&子宫

肌瘤切除术等影响子宫内膜的操作

导致这种异常$子宫内膜结核也可引

起此病! 通过宫腔镜检查$对宫腔粘

连的分级以宫腔能达到的范围进行

全面判断$严重病例可能出现闭经的

症状!

F;

子宫肌瘤 #子宫肌瘤在
3$

岁

以上妇女中的发病率为
:89?:$9

$

黏膜下肌瘤是不孕的重要病因$黏膜

下肌瘤切除也是不孕症治疗的主要

指征! 对于肌壁间肌瘤对不孕的影

响$现存在争议$大多数研究认为$直

径
"

厘米以下的肌瘤对生育影响不

大$生育前对其进行切除$会增加孕

期子宫破裂的风险! 但是$对于反复

不孕症治疗失败和反复流产的患者$

可以考虑在孕前进行子宫肌瘤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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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亲密无间$ 婚姻注定幸福长久! 然而现代社会

中$亲密关系从许多夫妻关系中淡出$出轨&分居甚至离

婚等问题接踵而来! 近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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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刊文$请婚

姻学家教夫妻找回亲密感!

只倾听不评价!这样会为对方创造一个安全空间$以

利于其讲出真实的感觉和想法! 如果不同意对方所讲的

内容$ 也不要直截了当地说对方讲错了$ 而应委婉地表

达!

勇于)示弱*!如果觉得示弱是懦弱的表现$则夫妇两

人会对自己的真实情感加以控制$而)示弱*可以把自己

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对方!要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讲出自

己的想法和感觉$ 包括自己一个人无法承受的东西$这

样$夫妻间的联系就会更紧密!

共同创造)仪式*!所谓的)仪式*$可以简单到两人每

天傍晚一起看日落$或者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去新地方

度过)一日游*等!

全新视角看对方!两人相处的时间越长$则可能更关

注对方令自己厌烦的一面! 夫妻更应关注对方好的品格

和优点$这样会增进夫妻关系的亲近度$因为对方会感受

到被欣赏&尊重和珍爱!

坚持性爱!夫妻要坚持经常性爱$其所带来的身体上

和情感上的紧密感$会使夫妻关系更紧密$因此要为性爱

留足时间!

开展共同爱好!夫妻一起开展两人都喜欢的活动$对

拉近夫妻关系大有裨益!

!李悦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