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时养生

明媚的阳光，和煦的春
风，在大好春光中荡秋千绝
对是一件充满诗意的好玩
事儿。 其实，荡秋千不仅好
玩，而且对人的身心健康也
有诸多好处，尤其对锻炼人
的人体平衡，效果甚佳。

身体平衡性比较差的
人，大都会晕船、晕车，但
其实晕船晕车并非不能
“治愈”，荡秋千就是一种
方便操作、 简单快捷的
“治愈”晕船、晕车的好办
法。人们在荡秋千时，人的
位置前后摇摆，逐渐变化，
会给人内耳的感知神经带
来一定的刺激， 一段时间
后， 人的内耳感知神经对
摇摆、 速度变化等运动状
态渐渐适应，逐渐“脱敏”，
这样一来，晕船、晕车的毛
病就能不治而愈了。

荡秋千不仅能锻炼人
的身体平衡性， 治好晕
船、晕车等毛病，它本身
也是一种很好的全身心
性的锻炼方式。 一方面，
荡秋千时，人的骨骼肌会
有节律地收缩与放松，有
利于人的肌肉健康，对活

络骨骼也大有益处；另一
方面，荡秋千对人的心理
也非常有益，它能不断克
服人的紧张心理和恐惧情
绪，增强人的心理承受力
和自我控制能力。 此外，
有腰痛疾病的人荡秋千
对治疗腰疾也大有裨益，
这是因为人在荡秋千时，
随着身体摇摆，人的腰部
受到反复刺激， 腰部肌肉
会有节奏地收缩、 放松，不
知不觉中就锻炼了腰部，增
加了人的腰腹部力量。 因
此， 久坐办公室的白领们，
能在春暖花开时节抽空荡
荡秋千，不仅是一件浪漫好
玩的娱乐活动，对人的身体
健康也好处多多。

荡秋千尽管有诸多好
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
适宜，患有高血压、心脏
病等疾病的患者，千万不
要尝试荡秋千的游戏，因
为荡秋千会使得人的血
压进一步升高，导致心跳
进一步加速，可能会给这
些病人带来严重的后果。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彭永强

动作特色 一个极
为动态的训练， 有助提
升球类运动中反应和表
现。

预备姿势 以箭步
蹲的姿势预备， 将身体
下蹲至前脚 90 度屈曲，
吸气预备 （如图 A）

动作： 吸气同时以
前脚发力将身体撑起，
以后脚作轴心脚支撑，
将方向转移 （如 B 图），
身体可选择任何的方
向， 当选定后将已抬起
脚踏前作箭步蹲动作，
保持身体稳定及挺胸收
腹， 再次吸气做下一个
方向转移的预备。

注意 每一个箭步
蹲都可用不同的方向进
行， 关键是通过后脚在
地面作为支点及轴心
脚， 达到每个方向的转
移。 完成一组左脚作支
点后， 交换成右脚重复
动作， 左右脚完成后方
为一组的训练。
初级—10 次 *2 组
中级—15 次 *3 组
高级—15 次 *4 组

下肢平衡及稳定训练“处方”(下）

动作特色 增强足踝
的机动性和反应， 并提升
身体平衡能力。

预备姿势 站立并将
足背向上翘起， 形成以脚
跟支撑站立 （如图 A）

动作 保持均匀呼吸及
挺胸收腹， 以脚跟支撑左右

交替向前行。 （如B图）
注意 若因为小腿过

紧、 柔韧性不足而影响脚
背翘起的幅度， 可在此训
练前进行大量的小腿伸展。
初级—10 次 *2 组
中级—20 次 *3 组
高级—30 次 *4 组

（朱晓辉， 职业
健身教练、 国际健
身大会培训师、 国
际 LESMILLS 健 身
体系六项认证教练）

（三） 支点箭步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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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报道称不少
“压力山大” 的华尔街金
融精英为求保持最佳状
态， 竟不惜通过秘密注射
睾丸素来提升工作表现，
甚至一些女性主管也要求
注射睾丸素， 从而使自己
变成强悍而自信的“职场
女超人”。

睾丸素其实就是睾
酮， 主要由男性的睾丸或
女性的卵巢分泌， 是人体
最重要的雄性激素之一，
具有维持肌肉强度及质量、
提神及提升体能等作用。
人体注射了睾丸素后， 在
注意力、 记忆力、 性欲、
性能力、 肌肉及骨质等心
理和生理等状况能得到明
显改善。 不过女性补充睾
丸素后， 常常会出现女性
男性化的特征， 严重的还
会不孕。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泌尿外科主任陈明教授
介绍， 一般男性在 40 岁
后会有雄激素分泌的下
降， 雄激素下降后会出现
一系列的器官、 系统的功
能障碍， 有的人会感到疲
乏、 精力不集中、 记忆力
减退、 睡眠减少、 对周围
的事物提不起兴趣、 工作
能力下降。 有些患者头晕
心慌、 四肢发凉， 有说不
清部位的疼痛， 体检却没
有发现异常。 多数男性会
认为这些是年龄增大自然
出现的问题， 或是最近压
力太大所致 ， 而会选择
自己“克服”。

陈明教授指出， 中年
男性如果出现上述症状，
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睾丸
素， 对身体是有益的。 但
在国内主动接受睾酮检
测、 合理进行睾酮补充的
男性并不多见。 事实上，

很多前来就诊的男性更年
期患者中， 有三到四成的
比例是睾酮水平下降造成
的。 专家提醒， 这些患者
应该定期检查睾丸酮的水
平， 如果缺乏， 就应该适
当补充。 据悉， 目前在临
床上用的较多是口服药
物， 这属于处方药， 需遵
循医嘱服用。

除此外， 有研究发现
有前列腺癌或乳腺癌的男
性如果滥用雄激素， 会加
速病情的发展。 有一些正
常男性在长期服用睾丸素
后， 也会提高前列腺癌的
风险， 对肝肾损害也大。
陈明教授指出， 短期补充
睾酮可增加心血管弹性，
使得心脏跳动更有力， 但
如果长期使用则会使得心
脏持续亢奋， 而加速心脏
的损害。

崔玉艳

专家提醒：长期使用增加前列腺癌风险

华尔街精英打睾丸素

（四） 脚跟走路

■健身坊

春日荡秋千 诗意又保健

春防病多按足

古人云， 一年之计在
于春， 对于一年的健康而
言， 春天也是打基础的好时
候， 南京自然医学会足疗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倪正主任
医师介绍说， 人之足犹如树
之根， 树之繁茂首在根深，
由于人体所有器官都有神经
延接至足部， 其末梢神经区
块， 就是所谓的反射区，
足部健康关系到全身健康，
春季防病养生要知“足”。

防治便秘 按摩足部
大肠反射区

春季阳气外发， 肠胃
内热淤存， 积热下行到肛
肠， 往往易发便秘。 一般便
秘主要与大肠蠕动不够有
关， 按摩足部对应的反射区
时， 主要刺激脚上的大肠反
射区， 它在左、 右脚心靠脚
跟处， 分别呈门框和直角形
分布， 按摩脚内踝往上约 4

指处的肛门区， 也有同样功
效。

防治咳嗽 按摩足部
激喉、 支气管反射区

春季是冬、 夏两季的
过渡季， 冷暖空气势力相
当 ， 气候干燥 ， 气温多
变， 过敏原增多， 孩子的
防御能力差， 容易引起咳
嗽。 治疗咳嗽， 首要是刺
激喉 、 支气管反射区 。
喉、 支气管的足部反射区
位于双足背第一跖骨与第
二跖骨关节靠拇趾下方区
域。 手法是定点按压 3-5
次。

防春困 按摩足部肾
脏反射区

春困的症状往往因为
肾虚。 春季人的五脏六腑
在“复苏” 过程中所需要
的精、 气、 神， 由于肾虚，
肾动力不足， 不能正常濡
养五脏六腑， 使其功能衰
退加速、 紊乱、 出现各种
临床症状。 中医讲“水生
木”， 五行对五脏， 肾主
水， 肝主木， 如果冬天没有
很好的养肾藏精， 肾水不足
就直接导致肝气不足， 就不
能起到升发的作用。 肾脏反
射区位于双足底第二、 三跖
骨近端的 1/2， 即足底的前中
央凹陷处。 按摩手法为由足
趾向足跟方向按摩 3-5次。

杨璞 侯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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