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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锻炼，对健康非常有益，但不正确的方式反而会对身体有损伤，只有掌握正
确的方式才能有效地帮你达到锻炼目的。 你的健身做对了吗？

健身你做对了吗？
六种错误锻炼加速衰老
式锻炼对抵抗衰老非常有效。 《细胞代谢杂志》上
的一项研究显示，从事高强度间歇式锻炼的老人，
线粒体性能提高了 69%， 这有助于改善胰岛素的
敏感性，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 因此，每周从事 3
次高强度间歇式锻炼很有必要。
错误 6：从不减压。 练习瑜伽和武术有助于保
持皮肤水嫩有光泽， 你也可尝试用冥想来减轻压
力和焦虑。

怎样健身才能有效
每周起码锻炼 3 次，才能享受运动益处。 每周
锻炼 1～2 次不会带来持久的健康益处。 美国罗格
斯大学的运动学家肖恩认为， 每周至少需 3 天进
行有计划的锻炼。 研究表明，久坐会抵消任何运动
的好处。 所以，赶紧动起来。
举铁是塑造肌肉的有效方式。 举铁，就是用杠
铃、哑铃等铁器进行举重的锻炼方式。 举铁是增强
肌肉力量的好方法， 但有些女性担心因此变得过
于粗壮。 其实， 女性生成的睾酮数量比男性少得
多， 这意味着她们再怎么锻炼也不会肌肉过度发
达。
不过，举铁不能将脂肪变成肌肉。 从生理学角
度看，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组织。 脂肪被夹在皮肤和
肌肉中间，还会包裹在心脏等器官外部。 肌肉组织
可被细分为 3 种主要类型： 平滑肌、 心肌和骨骼
肌，分布于全身。 举铁真正能做到的是，帮你在任
何脂肪组织内及其周围构建肌肉。 减脂的最佳途
径是健康饮食配合锻炼。
运动其实最健脑。 大量研究表明，体育锻炼才
是改善认知功能的最佳方式。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
研究者发现， 有氧运动对增强大脑功能有无与伦
比的好处。 这种锻炼不仅对大脑有益，还有助于心
脏健康。
想保持好身材，一周都不能停。 大多数人一周
内不进行规律锻炼，肌肉组织就会开始分解。“用
进废退”这个原则非常适用于健身领域。
平板支撑是锻炼腹肌的“王牌”。 有人用仰卧
起坐练腹肌，其实只能针对腹部肌肉，而平板支撑
调动了人体侧面、前面和背部几组肌肉。 因此，如
果你想增强核心肌肉群力量，尤其是想练腹肌，那
就选择平板支撑吧。

六种错误锻炼加速衰老
错误 1：锻炼太密集。 尽管把锻炼进度表安排
得满满当当令人钦佩， 但休息还是必要的。 长时
间、 剧烈运动和缺少睡眠会增加血液中的皮质醇
含量，造成血糖升高。 这些糖与胶原纤维结合，会

达州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广电3 电信131）

08:30换了人间（27-30）
13:30幸福照相馆（2-5）
17:10少儿节目
17:40引进节目
18:00达州全搜索(首播)
19:00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5达州新闻(首播)
19:57天气预报(首播)
20:00黄土高天（37-38）
23:00达州新闻(重播)
23:25引进节目
23:40生命中的好日子
（37-38）
公共频道
（广电5 电信132）

07:55东风破（26-30）
13:10舅爱如山（11-15）

老中青锻炼各有注意事项

导致皮肤弹性下降、长斑点和过早出现皱纹。 不论
对锻炼多么热忱，每周至少要休息 1 天。
错误 2：身体姿势差。 不良姿势会破坏脊柱，
让你永久性驼背。 为避免体态不良和错误的锻炼
姿势，你需在专业教练指导下健身，他们能校准你
身体各部位偏离的位置。 瑜伽、普拉提或芭蕾舞练
习也能矫正体态不良。
错误 3：只做有氧运动。 虽然不少人在坚持锻
炼，但他们只进行有氧运动。 其实，力量训练才能
帮你在不锻炼的时候继续燃烧热量， 而且有助于
保持肌肉重量，让人看起来年轻。
错误 4：忽视盆底肌。 当你锻炼时，盆底肌可
能不是你首先想到的肌肉部位，但它很重要。 忽视
盆底肌会导致女性步入中年后腹部发福， 以及患
上尿失禁。 为保持盆底肌紧致，你可每天做 3 次凯
格尔运动（提肛锻炼），每次做 3 组，每组 10 次。
错误 5：忽视高强度间歇式锻炼。 高强度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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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避免突击训练。 这个年龄段是成
长发育的重要阶段，人的骨骼尚未成型，肌肉力量
较弱。 有些学生平时课业繁重，缺少锻炼，在体育
升学考试前才突击训练， 以期待在短期内达到运
动效果，这样反而容易出问题。 比如，跑步过度易
导致小腿内侧骨膜炎， 还有一些孩子会感觉前脚
掌或后脚跟痛，以为是“生长痛”，其实是过度运动
导致的炎症。 另外，扁平足的孩子也不适合过多进
行跑步运动。 还有些孩子在家长督促下练琴，进行
长时间的重复手部动作，容易引起腱鞘炎。 所以儿
童、青少年要注意避免过度的活动刺激，最好别做
太多重复动作，以多样化的锻炼为宜。
中青年人切忌太猛烈。 中青年人骨骼健壮，肌
肉力量强，但也是易受伤人群。 他们通常喜欢一些
对抗性强的运动，比如篮球、足球等，常发生身体
冲撞，很多人也爱打网球等需大力挥拍的运动。 中
青年人容易在跳跃、跑动时用力过猛，或在扣球、
挥拍时由于动作不协调而导致扭伤、 骨折等意外
伤害。 所以，建议这类人运动不要太猛烈，不要过
分追求
“胜”和
“赢”，避免意外伤害。
老年人要量力而行。 老年人多有骨质疏松、肌
肉力量变弱的问题，还常伴随心血管疾病，所以适
宜进行幅度小、强度低的运动。 不过，即使进行这
样的运动， 也得量力而行。 有些奶奶喜欢跳广场
舞，有时需做单腿发力的“垫脚尖”，一旦腿部肌肉
发力不足，容易造成跟腱扭伤和跌倒。 还有不少老
人是瑜伽爱好者，该运动虽比较柔缓，但也有不少
姿势并不适合老年人。 因此，老人锻炼最重要的是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做出正确选择，以“做得到”
为原则。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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