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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也是科学! 每年都会有很多与性有关

的新研究出现" 近日!美国#妇女日$网站总结了

从
9#!3

年
2

月到
9#!"

年
2

月的
8

项性学界新

发现!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性知识%

!4

女性的性欲越强!其对未来伴侣的要求越

高" 一般认为!一个人越渴望性爱!就越容易走

进婚姻!但&人格研究杂志'刊登的一项报告称!

女性性欲越强!她对另一半的要求就越高% 因为

较强的性欲代表着她们旺盛的生育力! 在潜意

识中!这样的女性希望给后代更好的遗传基因!

因此她们会寻找更占优势(有吸引力的男性%

94

妻子收入越高! 男人越易出现勃起障

碍% 丹麦科学家通过对
9#

多万对夫妇进行调

查发现!即使丈夫比妻子少挣一点点钱 !都更

可能服用治疗勃起障碍的药物%高收入妻子也

会受到困扰!她们更可能服用抗焦虑药物或出

现失眠%

34

性爱带来的快乐超过美酒(美食(养育孩

子%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开展过

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从愉悦感(意义和参与度

等方面对
3#

项活动进行排序!结果性爱在三方

面都排在首位!饮酒排在第二位!照顾孩子排在

第五位% 该研究首席研究人员卡斯滕)格里姆

说!多参与上述三方面排序靠前的活动!总体幸

福感会更强"

"4

丈夫承担的家务活多!做爱会更少" 美国

社会学家通过对
":##

对夫妇的调查数据研究

发现!丈夫更多承担家务活的夫妻!性爱次数要

少" 原因在于!一个承担力气活的丈夫!比那些

整天洗洗涮涮的丈夫更富男人味( 更易唤起妻

子的欲望"

:4

经济学专业学生性伴侣最多"英国一家网

站对
!##

多所大学的
:###

名学生调查发现!经

济学专业学生平均有近
:

个性伴侣! 传媒专业

学生有
3

个性伴侣! 环境科学专业的大学生的

性伴侣不到
9

个" 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除了有

令人艳羡的高收入外! 他们通常还被认为能接

受到睿智的(开明的学业教育"

24

夫妇一同去旅行!性爱更美满" 美国旅游

协会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 一年至少一同旅行

一次的夫妇! 对性生活更满意" 在调查的
!!##

对夫妇当中!一起去旅行的夫妇中!有
$$;

的夫

妻对性生活评价很高! 而宅在家里不外出旅行

的夫妇中! 对性生活评价很高的仅占
22;

" 此

外!周末外出旅行!使
83;

的夫妇保持了生活浪

漫!比小礼物更能增强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

$<

青少年时期有多个性伙伴!将来更易酗

酒"英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利用正在进行中的*达

尼丁多学科健康和成长研究$的数据统计发现!

青少年时期有多个性伙伴的人!随着年龄增长!

更容易酗酒%研究人员推测!这是因为两者都是

高风险行为! 而年轻人比年纪大一些的人更容

易在这两方面犯错%

8<

一次性爱通常只能消耗
9!

千卡% 新英格

兰医学研究人员发现! 经常提起的一次性爱会

消耗
3##="##

千卡的说法并不准确% 更多的研

究发现!性交平均持续
2

分钟!消耗
9!

千卡!相

当于步行
3<"

千米%如果说半小时的性爱能消耗

至少
!""

千卡! 那
!:

分钟的性爱会消耗
$9

千

卡!

$

分半钟的性爱只能消耗
32

千卡%再考虑到

性交体位(耐力和其他因素!

9!

千卡这一数据并

不很离谱% !李悦康"

父母跟孩子聊聊家常和生活!子女与爸

妈谈谈工作和学习!原本是家庭里最温馨的

画面!然而不知何时起!匆忙的生活节奏使

子女与父母沟通的心情和时间越来越少 !

*聊不到一起$(*没时间说$成为阻碍两代人

的鸿沟%

平均每周仅见面半小时

$3

岁的王奶奶独居江苏老家!一双子女

都在上海打拼!平均两个月才回家一次% 她

最期盼的就是每周六中午子女起床后给家

里打来电话! 虽然每次都说不到几分钟!就

因*嫌嗦$被挂断% 广州市义工联合会曾对

3##

名
2#

岁
=>!

岁的老人进行调查!结果显

示!老人平均每周与子女见面的时间仅为半

小时% 有的老人反映+*与子女每次通话的时

间都很短!问问吃饭了没!提醒注意安全就

结束了% $而针对子女的调查则发现!工作太

忙太累成了与父母交流少的主因!认为父母

性格固执(缺少话题等原因!也是子女们较

公认的*根源$%

*我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借口和回避% $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看来!虽然现

代社会竞争激烈!年轻人压力大!但工作和

亲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有时候!给父母打

个简短的电话!一句温暖的话正好说到心窝

里!就足够了%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

海则表示!现在大家经济上相对独立!居住

地点也逐渐分离!所以家人(亲戚间关系疏

远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现代家庭教育理念

中!沟通的重要性往往被很多家长忽视% 另

外!中国的父母家长制作风比较严重!很少

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和孩子交流!也造成了彼

此交流上的疏离!孩子有事总是想方设法瞒

着父母%

会交流让父母更长寿

父母与子女多交流(善交流!会带来意

想不到的效果% 美国*健康$网近日载文刊登

多项研究!指出与父母经常交流不仅利于老

人健康!对自己也有很多健康益处,,,

父母更长寿% 美国老年医学会的一项研

究表明!和父母保持一种挚爱关系!能延长

父母的寿命% 父母通过与子女交流!分享自

己的喜乐愁苦!不仅能排遣寂寞!还提供了

一个表达(发泄和参与的平台!对身心的健

康十分有利%

子女智力高%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曾对

!###

名儿童进行过追踪研究! 结论是他们

!$

岁时达到的智力!有
:#;

左右是在
"

岁前

完成的% 家庭对孩子智力和人格的开发都有

重大影响! 如果父母使用的语言不准确(粗

鲁(词汇贫乏!往往会使子女的智力发展迟

缓!形成不良的个性%

缓解紧张% 如果你感到紧张!可以打电

话给妈妈%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发

现!听到母亲的声音!会增加产生亲密感的

激素!并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利于

减压!安慰内心%

增加干劲% 研究发现!给父母打个电话

所产生的提神效果比喝咖啡更管用!这是因

为一个爱你的人能够在潜意识里给你增加

动力%

获得积极影响% 一项盖洛普的民意测验

发现!

88;

的成年人表示!给母亲打电话可获

得积极的影响!能够得到足够的欣赏和支持%

提升自尊% 一项发表在&社会和行为科

学'期刊的研究发现!经常与家人沟通!会影

响你对自己的认知与感觉% 保持与父母定期

良好的沟通!可以帮助你提升自尊!拥有更

强大的精神力量%

另外! 交流有助于父母全面了解子女%

苏州荣格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王国荣告

诉记者!子女常常会在与父母的闲谈中道出

自己的各种经历!如果父母能静下心来倾听

他们诉说!就会对孩子的个性(交友和处事

有个清晰的了解% 如果孩子能够感受到家庭

成员相亲相爱! 体验到家庭生活的温馨!他

们就会产生一种与人交往的信任感和安全

感!对其一生都有积极意义%

沟通是各有所需

越来越多的家庭已经意识到了交流的

重要性!如果能够掌握正确的方法!了解双

方的需求!就会使沟通变得轻松(和谐%

子女需要的沟通+平等(信任(经常性(

赞许% 王国荣说!第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

通!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平等% 不少父母

喜欢高高在上!忽视了子女的心灵感受!扼杀

了他们的话语权!从而使其产生逆反心理%

第二!亲子间的沟通要相互信任% 父母

对子女的信任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只有建

立在这个基础上!沟通才容易被接受%

第三!沟通交流要保持经常性% 家长要

根据子女无时无刻变化的情况!适当地安排

交流与沟通的内容和时间% 不要把交流当成

任务!而是像关心他们吃饭(睡觉一样平常

的事情去做%

最后!亲子间的沟通必须注意语言的使

用! 无论从词语选择还是语速和语调上!都

应该把握分寸% 家长适当地给予子女肯定和

赞赏! 将会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并

且增加其对父母的好感!从而更加乐于同父

母沟通%

父母需要的沟通+关注(理解(陪伴% *上

了年纪的父母最容易因孤独产生心理落差!

子女最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这种落差的产

生%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副教授

王大华指出!首先!一定要和父母保持定期

沟通% 很多人有事了(需要钱了才想起来给

父母打个电话! 这样最容易让父母感觉失

落% 每个星期至少应该给父母打一个电话!

如果真的很忙!哪怕说一句*我现在挺忙的!

下周再跟您好好聊$!父母也会欣慰许多%

其次!很多年轻人固执地认为!两代人

审美兴致不同是 *谈不拢$ 的主要原因!其

实!这低估了父母的潮流触感% 一起读报(看

电视(整理旧照!通过一些亲子活动带出*有

感情$的话题!是启动亲子谈心的不错选择%

最后!父母需要陪伴!面对面交流是任何通

讯手段都不能代替的% 周末少睡一会儿懒

觉!陪父母去公园转转!哪怕去逛个超市!都

会让父母非常开心%

另外!不少父母是*潮$老代表!不仅常

用电脑! 而且还是新型沟通工具的使用达

人!常常在微博(微信圈分享自己的生活% 平

时挤不出时间与父母谈心的子女!哪怕点个

赞!也是一种与父母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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