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提醒

近日， 世界卫生组织一项研究结果
表明： 不但春冬季节多晒太阳， 对人有
好处， 夏日晒太阳更能强身健体。

夏季因为炎热， 人们总爱待在室
内， 因为接触光线少， 会使人体内的阴
气增多， 直接影响人的情绪， 看事情容
易倾向于负面消极， 走向极端， 而晒太
阳就有助于修炼宽广的心胸。

夏日晒太阳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
代谢， 增强人体对钙和磷的吸收， 对佝
偻病、 类风湿性关节炎、 贫血患者恢复
健康有一定的益处， 尤其对婴儿的软骨
病和老年人易患的骨质疏松症有较好的
预防作用。 阳光中的紫外线有很强的杀
菌能力， 一般细菌和某些病毒在阳光下
晒半小时或数小时， 就会被杀死。 例如，
结核杆菌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能生存几
个月， 但在阳光照射下只能存活几小时。

有些女孩担心把皮肤晒黑了， 影响
美感， 殊不知， 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日
光会使皮肤中的黑色素增多， 但这种黑
色素对人体是有保护作用的， 它可以
“拦截” 过多的紫外线射入皮肤内部，
保护皮下组织。

当然， 夏季晒太阳时应尽可能避免
强烈的日光曝晒 ， 在进行日光浴时最
好戴上太阳帽或太阳镜， 保护头部和脸
部。 每天日出后的 2 个小时左右， 作为
晒太阳的开始时间， 坚持晒 30-60 分钟
为宜， 因为这时的空气湿润又清新 ，
阳光较为柔和。

朱立文

去骨科医院探望朋友， 却意外地碰
见了咱们小区的刘阿姨。 她手拿 X光片，
正从诊室出来。 我忙问道： “刘阿姨， 你
怎么在这？” “小张， 来扶阿姨一把， 扶
我到走廊椅子上休息下。” 刘阿姨说道。

坐下之后， 刘阿姨叹口气道： “早
上起床后感觉腿不对劲， 来医院拍了片
子， 医生说我是膝关节软骨严重磨损，
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我的腿一直很健
康。” “阿姨说得对， 上次社区举行爬
山比赛， 您还得了第三名。” 见我夸赞，
刘阿姨摆手道： “别提爬山了， 我这腿
就是爬山爬出毛病的。”

见我一脸疑惑， 刘阿姨认真地解释
道： “医生说我是过度爬山， 导致髌骨
与股骨间的关节间隙没有了， 受力平衡
被打破， 关节软骨磨损严重。”

刘阿姨随后讲述了她曾经引以为豪
的 30 年爬山健身故事。 从中学开始， 刘
阿姨就爱上了爬山运动， 年轻时， 还登
上黄山、 香山， 退休后， 仍坚持爬山锻
炼。 由于小区后面就是山， 非常方便，
因此， 没事时， 刘阿姨就上山转转。 平
均下来， 一个星期要爬 5 次山， 每次上
下山需要 2 个小时。 正是因为刘阿姨这
样过度爬山才导致膝关节出了问题。

找到了病症， 经过医生的诊治， 1
个月后， 我又见刘阿姨精神焕发地散步
在广场上了。 她见到我， 笑道： “咱现
在锻炼得悠着点。 俗话说过犹不及， 健
康与做事情一样， 也不能过了头。”

张帮俊

一般人运动完， 在 12-48 小时
后会出现肌肉酸痛。 没有运动习惯
者如果初次运动训练， 这种酸痛感
会更加明显， 这种酸痛的学名叫做
迟发性肌肉酸痛。 下面介绍几种能
快速缓解肌肉酸痛的方法。

前期冷敷 大重量训练后立即用
冰袋冷敷训练目标肌肉， 一般冷敷
10-15分钟， 冰袋与肌肤间隔衣物或
毛巾， 防止冻伤皮肤， 或者冷水浴。

补充营养 训练后的 2 小时内
摄入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有利于恢复
肌糖元水平， 所以训练后应在 2 小
时内进一餐。 一般性健身训练不必
吃补剂， 多吃水果蔬菜以及补充食
物蛋白即可， 比如金枪鱼罐头、 鸡
蛋、 花生酱、 大豆等。

加强拉伸 主要是在训练 12 小
时后， 或次日训练其他项目时对酸
痛处的肌肉进行拉伸。

排酸训练 排酸训练即为排除
肌肉中多余乳酸的训练 。 具体方
法： 训练者一只手扶住固定物保持
身体平衡 ， 然后一条腿作为支撑
腿， 另一条腿膝关节向上屈曲， 另
一只手抓住脚踝前侧向上拉； 训练
者可以感到大腿前侧有明显拉伸

感 ， 尽量使屈曲腿的脚踵触及臀
部， 保持 30 秒-1 分钟； 再换两一
条腿伸拉。 伸拉完后， 训练者在地
面踱步 60-90 秒， 再完成下一次扶
物全程蹲起+股四头肌伸拉。 训练
组次数为酸痛发生 48 小时后进行，
每天 2 次， 每次 2-4 组， 直到酸痛
感完全消失后停止训练。

后期按摩 训练后不要立即对
目标肌肉和软组织进行按摩。 其原
因和运动后不要马上热敷原理类似，
立即按摩会增加肌肉微细结构的损
伤， 使机体伤害加大， 恢复速度减
慢。 一般按摩放在训练 48 小时后。

后期热敷 训练 72 小时后 ，
一般肌肉的微细结构破坏完成愈
合 ， 通过前面的前期冷敷 、 加强
伸拉 、 排酸训练 、 营养补充等方
法 ， 一般人肌肉酸痛都会消失 。
但有些久不运动， 抗乳酸能力差者
或许还有酸痛 ， 此时可运用热敷
法 。 通过热敷促进血液循环 ， 以
带走愈合后组织周围的剩余乳酸
及其它代谢产物， 并把富含营养和
氧气新鲜的血液带到目标肌肉， 为
超量恢复提供更多养料。

朱恩

上班族久坐不动， 日
积月累， 颈部的血液循环
会逐渐变差。 时下天气逐
渐转热， 颈部血液循环相
对加快， 如果坚持每天做
30 分钟颈椎操 ， 就能达
到强健颈椎， 缓解脖子僵
硬的目的， 对缓解颈椎病
患者的症状具有明显的效
果。 具体做法： 靠近墙面
站立， 双脚与两肩同宽；
双手撑住墙面， 像做俯卧
撑一样， 来回压墙面。 在
压向墙面时， 缓缓抬头，
伸展颈椎， 让颈椎和肌肉
得到舒缓。 这个动作简单
易做， 不妨一试。

蒋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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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益阳沅江市建设局
家属院子里， 62 岁的退休干部
陈建荣精神矍铄， 走起路来脚
步轻盈、 快捷。 她的退休生活
过得十分充实， 这主要得益于
多年的禁毒宣传。

说起她与禁毒宣传教育的
缘分其实非常偶然。 2005 年 4
月末的一天， 她以警嫂身份参
加了一次禁毒宣传活动。 那些
苍白的面庞， 那些悔恨的泪水，
那些无声的叹息， 让她心如刀
绞。 想到这， 陈建荣感到一副
重担压在自己肩上， 她决定把
禁毒宣传教育当作自己退休生
活的重点， 当好一个 “禁毒妈
妈”， 让毒品少害点人。

陈建荣意识到， 青少年是
容易受到毒品侵害的高发易
感染人群 ， 受害程度也最深 ，
只有对孩子加强禁教育， 才能
构筑起拒绝毒品的铜墙铁壁 。
为此， 她积极主动与教育部门
取得联系， 提出了在全市中小
学生进行毒品教育的计划。 首
先她选择中心城区中小学作为
重点 ， 用上禁毒课 、 实物讲
解、 毒品题目竞猜的方法使中
心城区所有的中小学生了解毒
品的种类和危害， 以及如何预
防、 做到远离毒品。 然后把毒
情较重的乡镇的中小学作为第
二批毒品预防和宣传教育的试

点。 其他毒情较轻的乡镇中学
及个别小学列为第三批毒品预
防教育。

为上好每一堂毒品预防教
育课， 陈建荣牺牲了许多休息
时间， 查阅了大量的毒品资料，
收集了大量的案例， 从中选择
那些容易使中小学生接受的内
容， 选择的案例都能使中小学
生从中得到启发、 得到深刻的
警示教育。 12 年来， 她共摘录
剪贴报刊资料 160 万字， 写下
23 本专题读书笔记； 她整理的
演讲稿达 65 万字， 堆起来足有
两米高。 陈建荣还自修了 《教
育学 》、 《儿童教育心理学 》、
《实用演讲学》 等课程。

由于陈建荣主讲的禁毒课
内容丰富， 案例生动， 并结合
毒品实物讲解， 效果明显， 许
多中小学校都喜欢邀请她到学
校上禁毒课。 她并不因为工作
繁忙拒绝邀请， 每年都到 50 多
所学校给学生进行禁毒讲座 ，
并辅以图片展览， 直接受教育
学生 5 万多人次， 深受学生和
学校的欢迎。

几年的禁毒行动， 陈建荣
积累了 40 多万字的材料， 包括
访谈笔记、 调查结果以及在北
京、 广东、 海南等地调查时记
录的禁毒经验 等 。 2011 年 6
月， 她创作的关于禁毒题材的

纪实文学 《母亲的呼唤———走
进吸毒者家庭 》， 在全国公开
发行， 陈建荣希望通过这类书
籍， 使更多的人远离毒品， 珍
爱生命， 健康生活。

【达人之“达” 理】 陈建
荣她们走到哪里， 爱心就会到
达哪里， 禁毒理念就会带到哪
里， 而且她们的影响会代代传
承下去。 “我觉得他们就像自
己的孩子， 只是走错了一步。
如果不吸毒， 他们也会有好未
来。 每一次禁毒宣传对于我来
说就是一次收获和快乐。”

李保 文/图

巧做俯卧撑
缓解颈椎病

“禁毒妈妈”的乐与康

图为陈建荣深入少年儿童
中宣传禁毒。

夏日晒太阳 身心更健康

六法缓解运动后肌肉酸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