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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天气越发寒冷， 生命在于运
动，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冬季运动必
不可少。 想通过运动达到健康长寿效
果的人不在少数，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可增添老年生活的乐趣。 老人冬季锻
炼必须注重科学性， 锻炼一定要注意
方式、 时间、强度和自己的身体状况，
以免过犹不及，反而带来身体伤害。

A 冬季也该大胆“走出去”
在冬季，随着温度的降低，不少人因为
天气寒冷而放弃了锻炼，更有人建议在室内
运动。 特别是老年人，待在室内既避寒冷又
能锻炼两不误，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寒冬在室内运动不无道理，避免了人体
与户外冷空气的直接接触，特别是对年老体
弱者来说，室内运动所承载的人体体能消耗
会大大低于户外运动。
其实，冬季在室外锻炼对身体有很多益
处。 由于寒冷的原因，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
会有所减弱，这也是在冬季许多疾病高发的
原因。 此时，户外的锻炼能让身体受到寒冷
的刺激， 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新陈代谢，增
加热量产生。 也让血液中抵抗疾病的抗体增
多，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也随之增强。 此
外，冬季户外运动还可以接受阳光的直接照
射， 阳光中的紫外线不但能杀死人体皮肤、
衣服上的病毒和病菌， 还能促进身体对钙、
磷的吸收，这对预防骨质疏松症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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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多运动不等于更健康

很多老人认为多运动等于更健康，这种
观念是不科学的，老年人冬季运动不能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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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宜剧烈运动， 以快乐中不感疲劳为好。
任何运动， 只要过量都会对人体有所损害，
剧烈运动最易受伤。运动是否过量对每个人
有所不同，需要根据自己对运动的承受情况
来判断，而剧烈运动对锻炼身体的人来说一
向是不被提倡的， 锻炼身体需要循序渐进，
慢慢地增加运动量，才能达到预期的锻炼效
果。 因此，老人冬季运动应根据自身的情况
合理安排运动量，而对一些患有老年病的老
人，更应该警惕运动诱发病症。
有的老人觉得太舒缓的运动达不到锻
炼的目的，因而会选择一些体力消耗较大且
节奏比较快的运动，这是老年人冬季运动的
禁忌。 老年人因为骨骼质地逐渐疏松，强度
和刚度都有所下降， 应避免过于剧烈的运
动，以慢频率、小幅度的运动为主，如太极
拳，徒手操、健步走、舞蹈等，一些团队参与
性高的运动也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如针对
身体情况选择对各个关节、各个部位肌肉都
能得到较好锻炼的运动项目。 正确的姿势、
规范的动作，是安全运动的首要因素。 很多
韧带拉伤的患者大多是由于运动时动作不
规范而造成的。 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每次
锻炼时间不宜过长， 一般在半小时左右为
佳。 每次运动时注意由静到动，循序渐进逐
渐增加运动强度， 不要上来就给自己加码，
免得身体出现不良反应。

C

慢病患者运动不可盲目

慢跑、健步走、太极拳、骑自行车、爬山、
冬泳……都是不错的有氧运动，但是未必适
合每一位老年人。 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运
动切勿盲目。 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
管疾病、糖尿病、骨质疏松、关节炎、颈椎病
等老年病患病几率增高，这些老人们是否可
以带病锻炼， 他们适合什么项目的运动，最
好在选择运动项目时先咨询医生。
心血管患者:应选择较温和的运动，因为
高强度运动会导致心率明显增快，血压大幅
度升高，极易发生心肌梗死、脑溢血等严重
心脑血管病。 有明显心血管病的患者，应在
傍晚 4 至 6 时左右活动。 因为清晨起床后人
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血小板活性增强。 7 至
11 时正是心血管病、 脑血管病的高发时间，
又称“魔鬼时间”，此时运动易猝发意外。 而
傍晚 4 至 6 时是人体精神、体力、心肺功能
最佳时间，适宜运动。 另外，饱餐、酒后、激动
时都应该避免运动。
糖尿病患者:不适合在早晨运动。 早晨通
常是人体在一天中血糖最低的时间，再加上

6

空腹，此时运动容易出现低血糖反应，甚至
引起低血糖昏迷，尤其是注射胰岛素或口服
磺脲类降糖药物的糖尿病人。 另外，静卧一
夜之后，血液的黏度增加，老年糖尿病人的
血管收缩功能差，对气温下降的适应能力较
差，容易引起心绞痛、心肌梗死、脑出血、脑
血栓等危急情况的发生。
高血压患者: 不同程度的高血压患者应
有不同的运动方式及运动量，最好针对自身
情况制定个体化的锻炼计划。 高血压患者不
适合强度大的锻炼方式，循序渐进的有氧运
动则更能够保持心率，让运动之后的血压更
趋于平稳。
膝关节疾病患者:如太极、乒乓球等所有
半蹲位的运动都不适宜，这类运动会加大膝
关节的摩擦，加重病情。 而且锻炼的时候最
好要戴护膝，以拉伸运动为主。 需要注意的
是，运动量不能太大，不要过于疲劳，以防造
成关节损伤。
哮喘患者: 大多数哮喘患者属于过敏体
质，因此在锻炼时间和环境的选择上要特别
注意。 特别是冬天锻炼，要避免在干燥寒冷
的地方，尽量选择温暖湿润的环境。 哮喘病
人晨起锻炼时间也不宜过早，更要小心空气
中有害物质的入侵，起雾的早上不宜锻炼。

D 老人冬季室外运动注意事项
要注意保暖。 避免受凉，衣服不可穿得
太少，但也不可穿得太多，穿得太少容易受
寒，穿得太多又影响运动，加重身体的负担，
乃至出汗太多，反而招致感冒。 锻炼后如果
出汗应该把汗擦干，不能用身体焐干，那样
在汗液蒸发时带走热量， 会感到全身冰凉，
容易感冒。
运动的准备要充足。 不仅热身活动要做
好，而且运动时要穿宽松、舒适、容易增减的
衣服。 有病的老人要带上对症的抢救药物，
如扩张血管的、预防冠心病突发的。 如果在
运动中觉得自己突然开始心慌、胸闷、出虚
汗，应该停止运动，就地休息，若持续 5 分钟
以上不能缓解，就应立即就医。
天气情况恶劣时，可在室内进行一些适
当的运动。 尤其是大雾天，看着不妨碍锻炼，
但实际上雾气中含有很多的有毒物质，对身
体极为不利，要等到雾散了之后才可以出去
锻炼。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要有数，如有不适别
勉强。 老年人应该清楚自己已经进入老年
了，看上去挺健康的，实际上身体问题已经
存在。 身体出现不适时要减少运动量或者停
止锻炼。
（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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