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樱桃小圆子：
主持人，我真是醉了。

主持人:
怎么了？

樱桃小圆子：
我是天台人，因为工作单位在

永康，一直都是租住在单位附近，

节假日才回天台家里。

主持人:
你经常回家吗？

樱桃小圆子：
嗯，基本假期都会回家。前不

久，一个朋友去法国旅游，我奢侈

了一回，托她买了一瓶法国某顶级

品牌的香水。

主持人:
世界名牌，应该很贵吧？

樱桃小圆子：
是啊，就一小瓶，只有 50ml，

折合人民币 1600 多元。上次高中

同学结婚，我喷了一点，平时舍不

得用。

主持人:
这么贵的东西，当然要省着点用。

樱桃小圆子：
可是，我前天回家，发现放在

床头柜上的香水少了三分之一。

我就只喷了一次，回来上班前还是

满满的一瓶。

主持人:
家里人拿去用了？

樱桃小圆子：
家里就爸妈，不太可能啊。我

就问了老爸，他说自己从不进我房

间，更不可能拿香水用，让我问问

老妈。

主持人:
是你妈妈用了吗？

樱桃小圆子：
我一问妈妈，差点晕倒。

主持人:
怎么了？

樱桃小圆子：
用是妈妈用的，但不是喷在自

己身上，而是喷房间里了。

主持人:
当空气清新剂了？

樱桃小圆子：
嗯，她在帮我打扫房间时，随

手喷了一下觉得挺香，瓶子上全是

英文，以为是空气清新剂，就把家

里全喷了一遍。

主持人:
用名牌香水当空气清新剂，很

心痛吧。

樱桃小圆子：
是啊，可我又不敢告诉妈妈真

实情况。假如她知道这么一喷500

多元钱就没了，她肯定会心疼得睡

不着觉。

老妈不识名牌香水
把它当空气清新剂使用

Q说说大小事
聊聊烦心事
侃侃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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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拉松，是时下非常流行的

一种运动健身方式。

主持人：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跑步爱

好者去参加各地举行的马拉松

比赛。

紫都：
前阵子，一汽奥迪·2022 杭州

马拉松，吸引了我身边很多朋友去

参赛。

主持人：
你有没有去参加？

紫都：
没有。虽然我也是一名跑步

爱好者，坚持跑步已有 5 年多的时

间。看到不少跑友参加马拉松比

赛，觉得特别有意义，于是也曾报

名挑战过一次，但发现想要圆满完

赛还是有些吃力的。

主持人：
并不是所有跑步爱好者都可

以参加马拉松比赛？

紫都：
是的。人气爆棚的马拉松赛

事，同样隐藏着许多健康风险。

主持人：
存在什么风险？

紫都：
有些跑友因为运动过度，或

跑步姿势不当很容易造成运动

损伤。像我们这些业余的跑步

爱 好 者 ，跑 马 拉 松 前 最 好 还 是

有 针 对 性 地 进 行 专 业 训 练 ，否

则身体很难扛住那么大的运动

负荷。

主持人：
你身边有没有因为参加马拉

松而出现不适的。

紫都：
有的。身边不少跑友认为，有

长期跑步经验的就可以参加，有些

人甚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

我有个朋友坚持晨跑已有四五年，

每天 5 公里的户外跑对她来说是

一天中最重要的事。两年前，她报

名参加了马拉松赛事的半马项

目。虽然顺利跑完了全程，但之后

好几天上下楼梯时，她一直感到膝

盖隐隐作痛。

主持人：
这么说，参加马拉松不能盲

目，还得根据自身条件。

紫都：
是的。在跑步的过程中，会反

复牵拉足底筋膜，导致筋膜纤维受

损，从而诱发足底筋膜炎。但跑马

拉松的风险远远不止如此，曾听朋

友说，他认识一位刚退休的人，平

时也常跑步，结果有次参加跑马拉

松，导致血管破裂。

主持人：
挑战马拉松还真是对参赛跑

友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的双重考

验。为了在马拉松跑步过程中有

良好的挑战体验，大家更应该在比

赛之前做好身心的双重准备。

紫都：
是的。参赛前最好进行一段

较长时间的专业运动训练，例如训

练身体力量、灵活性、协调性、柔韧

性等，在充分了解此类运动的基础

上再参赛。大家最好学习一些相

关的急救知识，受伤时有能力自己

先处理，给救援留出足够时间。

参加马拉松是双重挑战
这些健康风险有必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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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得抑郁症
夫妻为此吵闹

蓝色的天空：
这段时间，我姐姐、姐夫吵得不

可开交，都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了。

主持人：
什么原因？

蓝色的天空：
他们的儿子得了抑郁症。

主持人:
儿子多大？

蓝色的天空：
17岁，上高中。

主持人:
孩 子 处 于 青 春 期 ，学 习 压 力

大，偶尔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不

必紧张。

蓝色的天空：
问题没那么简单，孩子不仅郁

郁寡欢，还老是疑神疑鬼。姐姐找

过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给他做过

一次抑郁症自我测试。

主持人:
测试结果怎样？

蓝色的天空：
中度抑郁症。

主持人:
那得找医生好好治疗疏导。

蓝色的天空：
姐姐同学也这样劝她，到精神

病院好好治疗。但姐夫死活不干，

说去那看病，传扬出去，就打上“神

经病”的烙印了，孩子以后找工作、

找对象都会受影响。

主持人:
精神疾病的范畴很宽泛，强迫

症、妄想症、孤独症、分裂症⋯⋯精

神疾病不单是指我们印象中“张牙

舞爪”的那些人。

蓝色的天空：
我也看过不少资料，得抑郁症

的人还不少，严重的还会选择自杀。

主持人:
可以与你姐夫说说这些情况。

蓝色的天空：
我 已 经 在 微 信 上 与 他 交 流

了。我问他：“名声重要，还是孩

子的生命重要？”他沉默不语。我

姐姐说，他已经同意这个周末带孩

子去医院看看，前提是要做好保密

工作。

虎子：
主持人，有点郁闷。

主持人:
怎么了？

虎子：
我在一家企业里上班，自己觉

得性格很随和的。上个月，我们这

里来了名新同事，也是湖南人。

主持人:
碰到老乡了？

虎子：
我们都 20 多岁，还没结婚，年

纪相当，又是老乡，也没什么压

力。我们挺聊得来，经常在一起聊

天抽烟。

主持人:
抽烟不好。

虎子：
知道，但戒不掉。控制着，尽

量少抽，一天也就抽半包。没想

到，那名同事烟瘾比我还大，有时我

还没拿出香烟，他就先说“来根烟

吧”。

主持人:
经常向你要烟抽？

虎子：
是的。他常说他的烟抽完了，

向我要烟。慢慢地，我发现他不是

烟抽完了，而是基本不怎么买烟，

每天都到处蹭别人的烟。

主持人:
如果经常向别人要烟抽，让人

喜欢不起来。

虎子：
他蹭了我将近一个月的烟，现

在我每天要消耗一包多。我脾气

再好，被他这么蹭也蹭不起啊。

主持人:
提醒他一下。

虎子：
前两天，他还想蹭我的烟，我

就说为什么自己不去买一包呢？

他一脸不高兴。后来，我听别的同

事说，他到处说我小气，连根烟也不

给他抽。我真是又委屈，又气愤。

同事常常来蹭烟抽
不给就到处说我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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