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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爱运动
骨骼终身健康

西藏的冬天

寒冬清早，跟在晨练的大人屁股后奋力
奔跑的小不点们，现在的努力会使一生受益。
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青少年时代加强
锻炼，
有利骨骼终身健康。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研究人员对 984 名澳
大利亚儿童从幼儿到少年时期的运动和成长
状况进行追踪研究。他们发现，
5～17 岁期间
持续参加体育锻炼的孩子，进入 20 岁后的整
体健康状况，
特别是腿部骨骼中的矿物质含量
明显优于那些不爱运动的人。此外，
调查结果
显示，相对于单独运动，身边有人陪伴或参加
团队组织的集体运动，
对幼儿骨骼生长和全身
发育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
科廷大学研究员乔安妮·麦克维指出，青
少年时期正是人体骨骼生长的重要阶段，
在此
时确保骨骼得到最佳发育机会，
将大幅减小老
后患上骨质疏松症的风险。专家建议，18 岁
前的孩子无论课业负担多重，
家长都应鼓励他
们坚持体育锻炼。
（赵乾铮）

邂逅全世界的美好
早在 2011 年，
西藏就被 CNN 评为
“亚洲最
佳冬季旅游目的地”
；随后 2014 年西藏入选环
球旅行网评出的“中国 12 个最适合冬季旅游
目的地”
。CNN 评价道：
冬天去西藏不仅有
“史
诗般的火车旅行”
，而且到了拉萨之后，布达拉
宫没有夏日的拥挤。
如果可以，
愿不愿意来一次冬游西藏？一
想到冬天的西藏，
是不是眼前浮现千里冰封万
里雪飘，
是不是想到大雪封山氧气稀薄？这些
都是刻板成见，西藏的冬季，不像夏季秋季充
满拥挤，少了些浮躁，多了份清净。天高日暖，
雪峰晶莹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高冷。拉萨的
冬天，白日最高气温能到十五六度，比长沙要
暖和得多！

冬天去西藏的四大理由

看最美的雪景和最苍茫的大地
红花绿叶，秀山美水，在内地哪里没有？
然而在内地，你绝对看不到西藏那种冷峻、辽
阔之美；冰雪覆盖，万里无人的空旷之美；万物
俱寂、唯野驴骏马仍在奔驰的动静之美。冬日
的西藏，只是行走在路上，你仿佛就能感受到
四季的变化。
哪怕你是一个人来的西藏，
那就在拉萨的
青旅约上三五人，包一辆车，感受一下与众不
同的冬日藏地！

凛冽磅礴冬季西藏
在夏天，
积雪的山为数不多；
但在冬天，
很
普通的一座山都可以冰雪覆盖。什么南迦巴瓦
峰、唐古拉山、珠穆朗玛峰……都会以崭新的
面目示人，
他们将会变得更加洁白，
更加神圣!
林芝被誉为
“雪域江南”
“
、 东方瑞士”，你
知道林芝的春天桃花闻名世界，
却不知道她的
雪景依旧迷人，可她比瑞士更纯净，比江南更
多情。鲁朗，藏语意为
“龙王谷”，是龙王爷居
住的地方，也是
“叫人不想家”的地方。不同于
秋季的五彩斑斓，冬日的鲁朗银装素裹，变成
了大气磅礴的白龙宫。色拉季山的千年雪松
挂着晶莹剔透的雾凇，
原始森林环抱的鲁朗高
山牧场一片欧陆风光。若是刚好遇到大雪，
看
皑皑白雪中一道晶莹剔透的碧蓝横穿而过。
背景是落满了雪的圣山，
那真是美不胜收。
在冬日的眷顾下，
珠穆朗玛峰这位隽秀的
女神终于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向万千倾慕者展
露她秀丽的面容。冬天的日照金山，
更容易！

口腔卫生差
易患高血压

气候好，
冬季比北京还暖和
与内地人的想象相反，
冬季的西藏并非冰
天雪地、寒气逼人。西藏地处低纬度地区，冬
日暖阳遍及每年的 11 月至来年的 3 月，
主要城
镇白天平均温度为 10 摄氏度至 18 摄氏度，高
于北京 3－5 摄氏度。
并不十分寒冷，空气反而更纯净，能见度
高，
景色更壮美。
游客少，
行程悠闲又安逸
来西藏的游客主要集中在 5～9 月，与旅
游旺季相比，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点少了喧
嚣的人群；游人能够以闲暇的心情、四方的步
履细品布达拉宫的红白建筑和日光金顶，
不会
为买不到布达拉宫门票而烦恼。
大省钱，
冬游价格便宜 50%
只有在冬天的西藏才能体验到
冬游拉萨，
交通与食、
宿、
游等是最为经济
的时段。从 11 月起，因施行联合促销，西藏游
在拉萨，冬天白天平均气温在 15 度左右，
主推线路的报价与以往同期相比，降幅高达
有点冷，
晒晒太阳却是再惬意不过了。
50%，
而服务水准却保持不变。
如果你不忙，
去找间茶馆，
点杯甜茶，
坐在门
高山反应不一定强于夏季
口，
可能你的旁边还有一条狗趴在地上陪你一起
西藏冬季植被相对稀少、空气干燥，稍有
晒。绝对要比你窝在被窝里强一百倍！这座日
疏忽，
就有可能加剧高原反应。因此西藏冬季
光之城，
最不缺的就是阳光！在布宫的大门口，
游首选拉萨、林芝两地。其中，林芝号称
“西藏
这个季节连预约票都不用拿，
而且还是淡季，
票
小江南”
，处于
“香巴拉腹地”
，平均海拔低于高
价比旺季整整便宜了一半。走在你身边的大多
山反应的临界点 3000 米，含氧量较高，十分适
不是游人，
而是各地奔赴来朝圣的藏民。冬天满
合冬季游览。
城朝圣，
信仰的气氛让人心中敬佩。难怪有人
游 完 林 芝，适 应 了 高 原，上 溯 尼 洋 河 到
说，
只有冬天的西藏，
才是神的天堂。
冬季日光最为充足的日光城拉萨晒晒太阳，
走得远一点，去看看千年古寺霞珠林寺
四 处 逛 逛，是 夏 季 所 不 能 企 及 的 从 容 浏 览， （音译）。建在高山上的古寺宛若小布达拉宫，
高山反应也变成了阶梯式智旅的一种独特
刚进寺庙时仿佛空无一人，静得可怕，这里没
体验。
有任何声音，
有的只是梵香的味道和燃着的酥
油灯——还有一个千年不老的传说。既然都
冬天去西藏的专属美景
来了西藏，
要不咱们就感受一把异域风情的新
千里冰封的纳木错
年如何？除夕那天，拉萨街头将会举行隆重、
一定一定要先说最精彩的最难得一见
盛大的
“跳神会”
。
的。你羡慕过北欧的雪景？惊艳过俄罗斯
冬有冬的壮美雪山围绕着圣湖，
犹如镶嵌
贝加尔湖的蓝冰？那或许只因为你不曾经
在钻石中的一颗翡翠，
夏有夏的热情可以露营
过冬日的西藏。当 2 月的深冬，当纳木错因
看漫天繁星。
为 寒 冷 冰 封 千 里，你 会 彻 底 惊 艳，原 来 这 西
旅行从没有淡旺季之分，
每个季节都有其
藏的圣湖在没有游人的冬季才露出来它最
独特的魅力，
只要有心。
圣洁的一面。
(肖宁 转自微信公号/背包旅行摄影)

常言说
“牙疼不是病”
，
但口腔的健康状况
却影响着全身健康。根据意大利一项最新研
究，
口腔卫生差会导致血压难以控制。
意大利拉奎拉大学研究团队调查了 1.2
万个牙周病患者，其中，近 4100 位患者被诊断
为高血压。调查期间，
88%的高血压患者在接
受药物治疗，
其余人未接受治疗。分析结果发
现，
与没有蛀牙、
牙龈健康的人相比，
牙周病患
者患高血压风险高出了 20%。不仅如此，
那些
接受药物治疗的高血压患者若同时患有牙周
病，
其血压状况与未接受治疗但牙龈健康的高
血压患者没有什么差别。这意味着，
牙周病甚
至影响了高血压药物的疗效。
该研究主要作者、拉奎拉大学外科牙医
大卫·皮埃特罗帕里博士表示，心血管内科医
生应密切关注高血压病人的口腔健康，
督促有
牙周病迹象的患者及时接受治疗并注重日常
口腔护理。同样地，牙科医生也应保持警惕，
提醒牙龈疾病患者注意监测血压。 （楼琳娜）

孕晚期多晒太阳
产后少抑郁

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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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经 房 东 同 意 ，转 租 合 同 无 效
2015 年 10 月，刘某与王某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 5 年，月租金为
1200 元，在租期未到前，双方都不得终止租赁
合同，不得提高或降低房租；所租房屋只准王
某管理使用，不允许转租。该合同签订后，刘
某即将房屋交付给王某使用。
2017 年 6 月，刘某前去收取房租时，发现
王某将该房屋转租给白某使用。刘某认为王

某违反了不得转租的约定，要求收回房屋。但
王某、白某均不同意，认为租期未到不得解除
合同。刘某遂诉至法院，要求解除与王某签订
的房屋租赁合同，
收回房屋。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擅自将租赁房屋
转让给第三人使用，违反了双方订立租赁合
同中规定的义务，侵犯了出租人刘某应享有
的 权 利 ，刘 某 对 此 有 权 提 前 解 除 该 租 赁 合

同，收回房屋。故此，法院作出判决，解除刘
某 与 王 某 的 房 屋 租 赁 合 同，白 某 腾 房，由 刘
某收回。
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承
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
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
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
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

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
虽然刘某与王某在合同中约定的 5 年租期未
到，但王某却私下偷偷将房屋转租给白某，先
违反了不得转租的合同约定，其对此要承担违
约责任。王某与白某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对
刘某不具有约束力，刘某有权要求白某腾退房
屋。
（转自微信公号/每天学点法律知识）

产后抑郁症对产妇的健康和生活带来危
害，近日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如果孕晚期恰
逢一年中白昼时间缩短的月份，
可能会增大产
后抑郁的风险。
此前普遍认为，成年人减少接受自然光
照，
抑郁症几率增加。然而季节变化是否改变
女性孕期及产后情绪还没有定论。为此，
美国
圣何塞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 293 名产妇
的健康数据，内容包括参试者年龄、社会经济
状况、睡眠时长、抑郁症史及她们妊娠最后三
个月的日照总量。结果发现，
女性孕期最后一
个月处于白昼时间较长月份，
患产后抑郁症风
险最低（26%），孕期最后三个月白昼时间较
短，
抑郁症风险最高（35%），
且症状更难控制。
该研究作者、圣何塞大学的迪皮卡·戈亚
尔教授指出，
临床医生应鼓励孕妇多接受自然
光照，多摄入维生素 D。在季节性日照缩短的
情况下采用光照疗法，
妊娠晚期的高危女性可
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产后抑郁症风险。另外，
已
处于妊娠晚期并出现不同程度抑郁症状的女
性，
可以通过增加沐浴阳光或者使用提供光疗
的灯箱设备来改善病症。迪皮卡·戈亚尔说：
“艳阳高照时在户外散步比在健身房使用跑步
机锻炼能更有效地改善情绪。清晨或傍晚散
步虽然也可以放松身心，
但在增加维生素 D 水
平 、抑 制 褪 黑 激 素 方 面 就 不 那 么 有 效 了 。”
（李昕苒）

推 荐

有音乐和杰夫的旅程
剧情简介：本片根据美国小说家托马斯·科布
（Thomas Cobb）的同名小说改编。拜德·布雷克
（杰夫·布里吉斯饰）是一名酗酒成性的落魄蓝调乡
村歌手，在表演时，认识了圣菲报的记者简（玛吉·
吉伦哈尔饰）。濒临破产的拜德在一次演唱会后出
车祸，在简家养伤，二人情愫渐生。拜德重新开始
写歌，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进行。但在简携
四岁的儿子来休斯顿探访拜德的过程中，
一件意外
却让拜德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路在何方……
本片荣获第 82 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歌曲 2 项
大奖，
并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

《疯狂的心》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略奉薄酬）

这部表述衰老迷失的心灵如何自我拯救的小成
本影片，剧情十分简单，且不够新鲜，讲述的是一个
潦倒没落的老牌乡村音乐歌手如何找回自信的故
事，
属于那种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的影片，
但这类影
片的出现向来不是为了猎奇人生，
也不是为了彰显
构建戏剧冲突的能力，
更不是花哨炫技，
它是一种舒
缓的倾诉，
重在讲述人物心灵的微妙变奏，
愿意花两
个小时观影的人，
也不会在意它的略显冗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
该片算是美国乡村音乐版的
《摔跤手》，与影片情境和角色心境相辅相成的配乐
和杰夫·布里吉斯驾轻就熟的表演，撑起了这部不
是大众菜品的小制作。
该片叙事风格，
没有像某些音乐传记片或虚构
人物的音乐传记片那样，
把整体气氛搞得太沉重或
太诡异，而是在平静和叹谓中洒落着点点欢快，为
了达到这一叙事效果，
影片画面选取了偏明亮的色
调，入镜的风景也暖色怡人。再者，它的配乐并不
压抑晦涩，曲风舒服旋律流畅，倾诉并呼唤，从痛楚
到醒悟，以抒情为主，以自我认知为主，以表述内心
与外界的对话为主，故而，整部影片在如此影音的
烘托下，显得颇有生机，将影片主旨——失意落寞
的人生也能奋力前行，
衬托渲染得恰如其分。
整个观影过程，
观众就像是藉由乡村音乐进行
了一次奇妙的音乐之旅，有轻松，有怀旧，有惆怅，
有感悟。为了使音乐贴合人物心境的转变，
担任本
片音乐制作的传奇音乐人 T·波恩·本尼特和斯蒂
文·布莱顿，还在部分段落让音乐融合了蓝调和
R&B，
令歌词曲调人物心境剧情走势做到了息息相

关紧紧相扣，
显得十分契合。
情，有个心怀感恩之情愿意出力相助的当红徒弟
主演杰夫·布里吉斯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家伙， Sweet Tomi，还有个能劝慰他送他去戒酒的老朋
他是一位有口碑的摄影师，
还是一位流行音乐爱好
友，所有这些都是他能重新开始的本钱。与其说
者，至今已创作了 200 多首歌曲，还出过唱片，由他
Bad Blake 爱上了简是改变人生态度的始端，倒不
来演绎一个曾经辉煌、游戏人生、晚景不佳的过气
如说简 4 岁的儿子巴蒂帮了实际的忙，和孩子相处
歌手，似乎再合适不过。在片中，布里奇斯的表演
的快乐，对家庭温暖的渴望，让 Bad Blake 意识到
内敛而松弛，可谓不动声色，以炉火纯青的演技诠
他曾经遗落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释了一个潦倒歌手的自省过程，
很好地拿捏了其中
多年没关注玛吉·吉伦哈尔了，当初她和弟弟
的酸甜苦涩。
杰克·吉伦哈尔一同出演《死亡幻觉》时，还有着青
通常，布里吉斯的表演特色属第二眼识别型， 春叛逆的感觉，如今流光已逝，发现她已成熟了不
一打眼由于其完全融入影片的生活化表演，
让人不
少，眉眼间有了点安妮特·贝宁的味道，只是不同于
易察觉，而在之后的剧情中，才越发显出其不凡的
贝宁的那股子聪明练达，
玛吉有一种知性的恬然。
功力和驾驭性格复杂人物的能力。此番，
布里吉斯
片中 Bad Blake 有首歌叫做《Fallin'&Flying》，
一出场就浑身是戏，仅仅几个简单的动作和表情， 歌中唱道，
“有时候感觉坠落就像飞翔”
，
倒像是唱出
就既凸显人物个性，
又让观众对这个人物窘迫无奈
了他曾经的生活态度和轨迹，
放纵堕落容易让人获
的现状以及得过且过的消极态度，有了全面了解， 得自由的感觉，但那只是一种错觉。该片主题曲
而
“Bad Blake”这个名号，也让人们对他年轻时的 《The Weary Kind》，
深沉悠扬，
吉他伴奏娴熟流畅，
做派了然。
演唱者的嗓音充满了生活的沧桑感，
唱出了生活之
在普天下无数失意潦倒的肥佬醉猫中，Bad
路的艰难哀伤和倔强奋进，
其曲风韵味，
容易让人想
Blake 算是个幸运儿，他遭遇了年轻单身母亲的爱
起鲍勃·迪伦的《Blowing in the Wind》。 （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