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密关系的空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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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时!朋友见了面!或是在网上
聊天!最常讲到的就是对过往的一年的
感悟!对将要来临的新年有什么期待"感
悟#期待!这种类似于年终工作总结的东
西!它是这样的普遍与常态!就好像从前
北京人在胡同里碰见了!互相问候一声
$您吃了吗%"

期待#愤慨#感悟#省察!是源于个人
的内心!不管是哪一种心情!我们总是希
望着坏的一面快点走开!好的一面#充满
着阳光的一面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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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雪灾!有
地震!还有金融危机!个人的生活多少要
受到影响&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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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过去一年的
大背景的映衬下!我们的心理也需要做
好几项准备!以便有所应对"

简化生活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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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为接近的事件! 是美
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很多人都认为!这场
危机事件在国内的影响有延迟性!也就
是说它对我们的影响是要延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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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于是!$储存好粮食!以备未来%这种
带有着暗藏喻意的用语表明着各自的
心迹" 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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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也在年终岁末的
几天内更新为$萎缩欲望!捂紧钱袋%"

于是!心理专家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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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简化
你的生活%" 这个招术!听起来就像是股
市低迷时节!股评家们给出的一条条炒
股圣经一般!但是又确实有着$合理性%"

同事的$萎缩欲望%指向的是消费的领
域!当然这是一种简化!必需品购买!可
有可无的就先将它放置高阁" 只要你能
耐得住消费的欲望!自然就可以把特殊
时期的恐慌降到低点!而正在消失的安
全感!也在一步步地提升" 这点!大家都
能明白"

但是!心理层面的$简化%还含有着
人际交往方面的$简化%'''学习独处"

一般来说!人是群居性的!我们习惯了在
集体中取暖#讨生活!我们不喜欢独处!

因为独处就意味着孤单"真是如此吗(繁

多的人际交往!意味着时间的消耗#精力
的折损以及经济上的更多支出!而如果
在人际交往中!各自都处在不通心的纠
缠与维持状态!那样岂不是$人在群中!

更觉孤单%(不痛不痒!乏味!甚至是麻木
的!反而不如学着$独处%!或者说将我们
人际交往的时间与精力分出一部分!学
着独处!而独处也并不等于生活质量的
下降"

在独处中!省察自身!更多地让自
己处在充实性#存在性的状态中!这样的
独处不仅能够减少我们的交际成本!也
可以在独处中从事创造性地活动!充实
自我!积蓄能量"

学会接纳
有一个朋友!她对于生活的满意度

保持在九分!当然满分是十分" 她认为!

宁静#充实和有幸福感是生活的必备元
素!而真正的幸福感并不是是否谈了一
次轰轰烈烈的恋受!或者是否在股市的

搏击中发了一笔小财" 真正的幸福感是
从心而来!是不借助于外部的因素"

所以!她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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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可以不
购买一套商品房!我也不打算炒股票!但
是!我会花时间凝望着天空"继续接纳生
活给予我的一切" %因为!接纳就意味着
不会有愤慨#哭泣#悲痛等负性的情绪干
扰你的思维" 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容
下%!反而能够坦然地应对!减少没有必
要的焦虑"

寻求社会支持
支持的体系!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

缺少的!尤其是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是我
们必不可少的社会支持系统" 因为!父
母#子女#朋友#配偶!各种的亲密关系!

让我们在受挫时及时地补充能量!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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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需要$支持
系统%! 它就像是我们内心能量的发动
机!源源不断地给我们充电#提供着动力
和心理的滋养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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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男友谈恋爱五六年了"本来打算明

年五一左右结婚#最近正忙于装修房子"但此时也

是我的心情特别矛盾的时候#三年前"我发现他背

着我见网友"其中有两三个月的电话单上好多都

是他们发的信息$打的电话"一直以来我都很相信

他"相信我们的感情"可是他的行事给了我很深的

伤痛#我说分手"他不愿意#他说"那只是见个面"

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以后不会有这种事了#我相

信了他#

但是去年我又发现他重蹈覆辙"他说是我逼

的"天天监视他"让他没有一点自由# 我承认自己

小心眼儿"生活中我们吵架也基本都是因为这些

事# 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因我们的争吵"或是

他的发誓而真正地杜绝"而每次被我发现"他也总

会用不同的理由回答我# 我也相信他和那些网友

只是简单的见面"其实我们的感情基础不错"生活

中他也挺照顾我"但是这样一次次见网友"一次次

找理由向我隐瞒"我还能相信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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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们生气几乎都是因为你的小心
眼!在我看来也许小心眼里藏有你对这段关系的
不安全感" 你可能随时会有恐慌!觉得被男友欺
骗!所以你才会一步不离地看着男友!以致男友觉
得在被监视!男友有窒息的感觉!所以想在网上寻
求一丝松弛!而被你发现后!事情似乎又印证了你
的推测" 所以!才上演了!他找网友!你不安!他解
释&然后!下一轮地找网友#不安的游戏进程"

似乎!你的小心眼才是始作俑者!这也就是
传说中的自我预言实现的例子"对你来说!希望爱
人天天守着自己!和自己完全地融合!是没错的&

对他来说!他希望有自己的一点空间!一点距离!

也没有错"只是!你们对亲密关系的空间距离要求
不一致而已" 那么!你能否接受你们的性格#气质
的不同( 是否相信你们的感情是你们幸福生活的
基础(相信你在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后!会做出一
个对自己有利的决定"

!本期点评嘉宾"丹雨心理咨询中心张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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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倩

女人坊信箱

$一对年轻的父母在超市中为孩子挑
选牛奶!拿捏不定时!那份无奈与恐慌令我
们这些旁观者都感到深深的焦虑"%这是近
日一则媒体报道中的真实描述" 而记者从
多家商超的导购员处也了解到! 无论任何
年龄段的消费者现在选择牛奶的平均耗时
都要比

"

个月前高出
*

倍" 经济冬天的到
来!人人都捂紧了荷包"多种产品对比的举
动和询问导购员的次数都大大超过以前"

然而!荷包再紧!健康却不能靠边站" 牛奶
作为一种日常营养的补给品恰是高性价比
之选"但要想选对高品质的牛奶!消费者仅
多个$心眼%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心中有
$数%!判断其是否$物有所值%"

看出身!

好牛奶一定要"师出名门#

作为普通的消费者!购买牛奶时!要先
看品牌( 价格( 还是营养成分( 专家认为!

由于牛奶的质量是由原料来源#生产加工#

流通消费等等各个环节共同决定的! 所以
选择牛奶及乳制品的时候! 要首先关注其
奶源是否来自质量稳定# 规范化运营的规
模牧场"

没有优质奶源就无法生产优质牛奶" 但
目前市场上的众多品牌! 关于奶源的比较从
来没有赤裸相对!基本都是企业的自说自话!

难免误导"而消费者并不了解的真实情况是!

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奶牛属于散户饲养!

即便是牧场! 也因为许多标准化管理的差异
决定了奶源在蛋白质#脂肪#细菌含量等指标
上存在较大差距"高投入!管理规范的优质牧
场对于产品品质是源头上的保障"

以高端牛奶第一品牌$特仑苏%为例"

据相关专家实地调研后了解到的信息!特
仑苏专属牧场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 甚至

在全球都是绝无仅有的" 它从世界四大洲
引进万头名种奶牛!并种植了来自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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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优质牧草! 新鲜牧草的营养含量
远高于其他牧场使用的普通饲料"因此!特
仑苏原奶中的天然蛋白质含量远高于国际
标准! 微生物含量仅为国家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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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欧盟等国际标准相比更严格! 甚至不用加
工就能达到国家饮用标准"就凭这一点!特
仑苏就和其他牛奶拉开了品质距离! 具备
了值得信赖的产品基因"

看成长!

好牛奶一定要"娇$生%惯$养
$一些消费者说!他们只买从外包装上

看没有添加其它辅料的! 觉得这样就应该
是放心奶了" %据超市导购员分析总结说!

$但我会建议他们!选牛奶还要注重它背后
的生产过程是否能够达到高标准" %

而如何充分利用和保留牛奶的营养价
值并不比养一头好奶牛简单! 消费者要多
留心其中的真相"在这一点上!记者专门对
比了解了国内牧场的规范管理情况" 从奶
牛健康指数和牛奶生产过程的数字化管理
等方面!特仑苏堪称好牛奶的标竿"

在特仑苏专属牧场!记者看到!每一头
乳牛一出生耳朵上就会带上一对电子耳
环! 自动完整地记录着奶牛每一天的身体
健康状况#膳食比例#每日挤奶量" 工作人
员通过电子耳环记录的信息! 为每一头奶
牛提供定制化的科学配餐! 什么时候多补
充蛋白质!什么时候多加一些维生素!尽在
掌握"同时!奶牛的卧室每天都有专人清洁
打理!每头奶牛每个月都要做体检!每天要
做日常消毒" 在挤奶的时候伴有精心挑选
的轻音乐!让奶牛拥有良好的心境!快乐挤
奶!增加泌乳量和原奶质量" 更特别的是!

特仑苏的生产线被安放在世界领先科技的
指纹车间! 只有少数几人通过指纹认证才
有权进入该车间! 车间的空气清洁度常年
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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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落形成单位+!最
大程度上保证了原奶的无菌安全生产"

据负责牧场管理的外国专家介绍! 特仑苏
的原奶及生产工艺等各项指标都高于国际
标准"对消费者来说!这样的生产过程足够
夸张!但也必然保证了产品品质"

看结果!

好牛奶"贵得有道理$

在超市中! 购买了两箱特仑苏牛奶的
陈小姐告诉记者! 自己选择这种牛奶就是
觉得它$品质很好!饮用这种牛奶!能够吸
收更多的营养%!为了健康!她说$物有所
值%"

那么物有所值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否
可以量化呢( 陈小姐的评价多少有些感性
的成分" 如果仍然有点糊涂!

"(

健康网做
过一个专业#客观的对比评测!很容易让消
费者看个明白" 它主要从牛奶营养结构出
发! 深入分析了特仑苏和金典牛奶的营养
成分含量"通过感观对比和理化对比检测!

结果显示! 从理化对比的情况来看!在
*')67

的牛奶样本中!蛋白质含量#乳糖比

例均是特仑苏的含量较高" 每
/!!

克特仑
苏中的天然优质乳蛋白含量达到了

"8"

克!比国家标准要高出
$"8,9

!天然优质
的蛋白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而特仑苏之所以能够在营养# 口味和品质
上较其他牛奶更胜一筹! 不仅在于先天的
金牌奶牛基因! 同时也有赖于生产环节的
全程高科技保障"据了解!特仑苏生产线上
的设备皆是选择全球顶级品牌# 最先进的
型号!来自瑞典#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
家" 一条特仑苏生产线的身价高达五六千
万! 而国内许多乳品企业的一条生产线造
价不过一二百万"因为成本不同!其中的科
技含量也大有不同"

以净乳这个环节为例! 特仑苏生产线
上的净乳设备来自瑞典! 它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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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

分钟的高速旋转将原奶中那些非常细微的
杂质甩出去!比如灰尘#体细胞#芽孢,,

再小的杂质都逃不过它的$法眼%" 而普通
净乳机的转速只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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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

分钟" 转
速越高! 牛奶中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杂质就
去除得越干净" 特仑苏所采用的均质机则
来自意大利!因其性能优越#价格高昂被称
作均质机中的$法拉利%" 均质的目的是细
化脂肪球!使牛奶的组织状态更稳定"经过
这部意大利质机的均质处理! 牛奶中的脂
肪球大小均一!分散均匀!使得每一口特仑
苏都具有相同的细腻#醇香"

正是这全套高科技的集成! 造就了特
仑苏的口味与营养难以复制"怎么样!选牛
奶的门道看清楚了吗( 笼罩在全球金融危
机的阴影下!消费者在为荷包作战的同时!

不妨听听专家的指导! 明明白白做个牛奶
消费达人! 回归理性消费却又不失生活品
质!用优质牛奶为健康保驾护航"毕竟!$好
身体%才是逆市掘金的最大资本" !苏丽$

选优质营养奶做个牛奶消费!达人"

金牌奶牛在特仑苏专属牧场自由放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