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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是一条河
早上去机场，发现钱包找不到

了，身份证、银行卡、信用卡、现金
都在里面，关键那个钱包还很有纪
念意义，我心情顿时烦躁起来。不
过我觉察到了自己的情绪，我想：
钱包丢了，心情再不好就损失更大
了，只是补办麻烦一点而已，赶紧
想办法解决吧。

我在机场办理临时身份证，办
证的人有点拖拉，好不容易办完
了，又说没有零钱找，我说零钱就
算了。等我办好了临时身份证去
柜台办理登机牌时，却被告知来不
及了，早5分钟还可以，现在已经
关舱门了。我顿时无语啊！身边
有个哥们也是如此，他在大声抱
怨！我淡定地笑了笑，因为我已经
观察到了自己的情绪。

去南航售票柜台办理改签，小
姑娘告诉我说只能改签到晚上10
点多。当时是上午10∶40，我还要

等近12个小时。身边那个一样误
点的哥们快崩溃了，咆哮说为什么
这么晚，为什么下午没有飞机，为
什么晚了 5 分钟就要等 12 个小
时！我淡定地笑了笑，因为我已经
观察到了自己的情绪。

我让同事帮我把票退了，重新
订了厦航的航班。打了几个电话
处理了一下工作。接到老婆的微
信说，姐早上带老妈去医院，医生
说老妈的糖尿病比较严重，小医院
治不了一定要去大医院治疗。我
回电话问了一下情况，然后说你们
下午去医院吧，实在不行就住院几
天，应该问题不大，我出差会尽快
回来的，放心。

处理完这些事情，我安静地坐
在机场候机大厅，把这个过程记录
下来，观察整个情绪的过程。

假如我一开始没有观察到我
的情绪，我这天上午是个多么糟糕

的上午啊！钱包丢失，身份证、信
用卡、银行卡都丢了，办证拖延让
我耽误航班，老妈身体还不好……
我会心浮气躁，会跟身边任何人发
脾气，搞不好还会跟航空公司的人
吵起来。但这样做除了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对解决问题有作用吗？

庆幸的是我一开始就观察到了
自己的情绪，每次情绪起来的时候，
当下就能平复，有什么好烦躁的呢？
说不定我的钱包能找回来，说不定老
妈的病情很快能好转，说不定一会儿
在飞机上身边还坐着一位美女……

我现在能平静地坐在候机大
厅，看看窗外，又有一只不知名的
鸟飞过。哦，为什么我说“又”？

情绪就是一条河，如果没有及
时观察，这条河流会汇聚越来越多
的小溪流，越来越大。河流平时很
平静，但一旦爆发，力量无法控
制。 （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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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别让流产伤了自己！
专家教您如何选择安全人流 咨询电话：66666673

人工流产手术是许多女性终
止意外怀孕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措
施。如何减少人流术对女性的身
心伤害？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妇产科主任曾雪英认为，女性朋
友们的三点选择很重要：适宜的
人流时间，相关术前检查，术后
注重调理等。正确的选择就等于
爱护自己，别让流产伤了自己。

把握人流最佳时间
不让“意外”伤了自己！
曾雪英主任表示，意外怀孕

后，要冷静面对现实，然后理性
选择流产的适宜时间。一般情况
下，最佳手术流产时间是确认怀
孕后的35-50天，此时胎体尚
未形成，孕囊附着宫壁较浅，子
宫不太大，子宫壁肌肉也较厚，
胚胎容易吸出来，因而手术时间
短，出血量少，人流后身体恢复
得也较快，手术在门诊就可完

成。如果孕期小于35天，孕囊
太小容易漏吸，不利于手术一次
做好。而如果怀孕的月份大，胎
儿骨骼已形成，子宫体积变大，
子宫壁变薄，操作时易损伤宫壁
易出血，手术难度增加。手术流
产中，可视无痛人流、宫腔镜人
流、双腔减压无痛人流等均在可
视下手术，安全性高。

药物人流的最佳时间一般在
妊娠49天以内，如超过这个时
间，最好还是采取其他的流产方
式。药流后若疏于观察，可因药
流不全致阴道大出血，存在一定
风险。因此建议意外妊娠妇女不
要自行药物流产，一定要到正规
医院就诊，应爱惜自己的健康，
爱惜自己的生命。

术前检查是关键
保障人流手术更安全
目前，很多女性对术前检

查“不耐烦”，甚至想省了这一
环。对此，曾主任无奈表示：

“人流术前检查主要目的在于排
查宫外孕、及时发现生殖系统
有无急、慢性炎症，比如宫颈
炎、宫颈糜烂或阴道炎等，如
果有炎症还强行做人流很可能
会导致术中术后感染，给健康
留下隐患。”

一些“黑诊所”做人流，无
异于赶鸭子上架，“随时来，随
时做”。这种“高效”，意味着高
风险。由于术前不做检查，或检
查不彻底，人流后发生不孕的人
比比皆是。曾主任说：“人工流
产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先排除下
生殖道感染。如果不管三七二十
一，一来就手术，那么，感染者
术中会将病菌从下生殖道带到上
生殖道，造成输卵管感染，导致
输卵管堵塞，最终出现不孕，或
者宫外孕。”

曾主任强调，任何人流，都
是对女性生育能力的严重破坏；
避孕，是保护生育能力、减少损
害的重要办法，也是唯一办法。
建议需要人流的女性，到正规医
院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人流
前，需要做常规的妇科检查、尿
HCG检查、白带常规及血常规
及其他功能检查。另还需B超进
一步了解子宫及孕囊情况等，做
到严格术前把关。

人流后的“关爱”
流去意外，留住健康
每次人流手术后，海南现

代妇女儿童医院都会有整套
人 流 术 后 关 爱 流 程 照 护 病
人，包括指导避孕、休息、
饮食及术后护理、观察等。
曾主任特别提醒女性朋友：
流产后卵巢和子宫功能处于
逐渐恢复阶段。术后一个月

内禁止过性生活，以免生殖
器感染。恢复性生活后，一
定要采取有效避孕措施以免
导致无计划的再次怀孕。

据了解，海南现代妇女儿童
医院引进的人流术后康复仪，能
减少患者术后疼痛，迅速促进子
宫恢复，恢复卵巢排卵功能，并
避免妇科炎症、不孕症等术后并
发症的发生，给未生育女性健康
提供了更多保障，具有快捷、安
全、无痛、无损伤、无不良并发
症等优点。医院还开展“亲情
服务”，为人流患者免费送上爱
心营养套餐；并开展PAC服务
项目，大力向患者宣传、落实
有效的避孕方法，旨在避免短
时间内反复人流，减少人流伤
害。欲想了解更多人流知识或
健康信息，请拨打健康热线：
66666673或登录网站：www.
hnx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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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
一次，我教小学三年级的妹妹

英语。我跟她说：“企鹅的英文是
penguin。”她想了半天之后，说：

“不对啊！”我说：“哪里不对了？”她
说：“企鹅的英文不是QQ吗？”

相亲
有个大龄男青年，相亲多次都

失败了。男青年固执地说：“现在的
女孩根本不知道尊重人，相亲时都
喜欢玩手机！放不下手机的，我坚
决不要！”

这天，男青年又去相亲。一回
来，父母就问他：“这个怎么样？没
玩手机吧？”

男青年不耐烦地说：“没有玩！”
父母赶紧问：“那这个有戏吗？”

男青年失望地说：“原本我也觉
得有戏，可当我想表白时，她居然急
着向我借充电器！”

老夫老妻
妻子：“孩子他爸，你有白头发

了！”
丈夫：“孩子他妈，你眼角也有

皱纹了！”
妻子不高兴地说：“我说你的白

头发，你怎么扯到我的皱纹上去
了？”丈夫：“正是因为你眼角上有了
皱纹，我才为此愁白了头呀！”

时代变了
甲：“唉！时代真是变了！”
乙：“怎么说？”
甲：“以前，小孩子们看电视剧，

只会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乙：“现在呢？”
甲：“现在，小孩子们看电视剧，

都会问这是‘穷屌丝’还是‘高富
帅’。”

见证爱情
初恋时，当她这样问他时，他

总是这样回答：
如果有一天我的眼睛瞎了——

那我做你的眼睛。
如果有一天我的耳朵聋了——

那我做你的耳朵。
如果有一天我的两腿瘸了——

那我做你的双拐……
婚后，他们生活得很幸福。
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她大病

了一场，她的双眼在病中不幸瞎了。
他没有失言，做起了她的眼

睛。他背她下楼，扶她散步，为她朗
读文章，为她描述美丽的风景。

后来，他带她去医院，高兴地告
诉她，她的眼睛有治，她能重见光明。

手术后，她真的重见了光明，可
她发现坐在对面的他，却有一只眼
睛是瞎的……

医生告诉她，为了她，他献出了
一只眼睛的角膜。

她的双眼涌出了晶莹的泪水，
他却笑着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共
同守着我们的爱情了。”（黄小平）

俏皮话
●今晚仰卧，明早起坐，明晚

俯卧，后天撑……锻炼，有时候就
是这么简单。

●不是会发光的都是星星，也
有可能是电灯泡。

●我对可乐情有独钟，是因为
它水里有气；我对你情有独钟，是
因为我肚里有气。

●当一个女人需要你下跪时，
你要准备好两样物品，一是洗衣
板，二是求婚戒指。

●过河拆桥，说的就是豆腐渣
工程！

●今天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屁
股大了，因为有一屁股债！

●永远不要挑战我的底线，否
则，我又得修改底线了！

●时间就像乳沟，只要一躺下
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给你出那么好的主意，你不
用。现在想用，已经过去这么久，
变馊主意了！

●就算你长成你身份证照片那
个样子我也喜欢你啊！ （詹茨）

每到月末，老妈都要拿出一
个月的购物收据，细细查看哪些
地方超出了预期。每当这时候，
她就会抱怨工资太少，花钱的地
方太多。

这天，老妈又在为月末的收
入与开支做总结，说爸爸的那顶
遮阳帽不该买，数落小弟的笔记
本电脑买得多余，最后又说到我

新买的衣服。当目光触及儿子刚
买的玩具熊时，儿子仰起脑袋对
老妈说：“奶奶，您别再说了。其
实，即使不买这些东西，我们也
照样是天天在花钱。”老妈疑惑地
问：“不买东西怎么也在花钱
呢？”儿子答：“我们老师说了，
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每时每刻都
在花……” （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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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天下

猩猩说，我买齐自己的东西
（香蕉）就行了。

绝大多数动物都像猩猩一
样，买齐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心
满意足。动物如此容易知足，要
在动物界蓬勃发展经济是难于指
望了，除非们的欲望和智力能升

级换代。
联想世间之事，人们的想象

力每前进一步，智能手机的功能
便向上升一级别，家用电器的功
用也随之提升。反过来，假如某
国人的新发明若停留于某个阶
段，其技术水平便很快被别国超
越。古时候，国人发明了火药，
甚至懂得用火药来制作烟花炮
竹，倒是老外率先让火药妖魔
化，再整合其他资源，制造成子弹
和炮弹，枪炮就有了大用，坚船利
炮就向全世界的海域开去……

某段历史时空中，尽管我们
武功练得很好，书法出神入化，
陶瓷冶炼更是炉火纯青，可我们
没有利用和整合好现成的发明，
关键点上让人家捷足先登，免不

了遭受洋鬼子欺凌的厄运。
互联网并非马云团队的发

明，马云却将互联网、电商和快
递等资源整合到一起，并巧妙链
接，后来直接到比尔盖茨故乡股
市去圈钱，长了国人志气和脸面。

多少学者将中国历史研究得
异常透彻，也出版了诸多著作，
但没多少读者对这些著作感兴
趣，有个叫“当年明月”的作
家，将学者们研究历史的成果进
行妙趣横生的整合，出版系列历
史小说 《明朝那些事儿》，受读者
热捧，当年明月几年间成了千万
富翁。历史学者们只能干瞪眼。

未来的岁月里，社会资源比
任何时代都丰富，谁善于整合资
源，谁便能拔得头筹。（叶海声）

整合的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