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部， 连接着脊柱， 影响
着你的身姿和骨骼健康。 现在
大家常坐办公室， 经常背部酸
痛， 可以练练以下的背部舒缓
运动。

1.�扭转背部 坐在椅子
上， 双手交叉至头顶， 呼气将
上半身向左转， 确保肩部以下
旋转到位， 保持 3 秒； 用 3 秒
钟吸气将上半身回复向前， 向
右转体。 重复 5 次。 保持腹部
扁平， 练习效果更佳。

2.�活动左右肩 坐在椅
子上， 双手置于头顶， 呼气 3
秒钟内将身体向左倾倒， 感受
到体侧拉伸； 吸气 3 秒钟将身
体回复至原有位置 ， 向右倾
倒， 倾倒一侧的肘部向身体靠
近。 重复 5 次。

3.�旋转肩颈部 坐在椅
子上， 将肘部举过肩膀后旋转
3 秒钟； 双手轻握， 3 秒钟将

肘部向后大幅旋转； 肩胛骨用
力靠近之后放松。 重复 5 次。

4.�深吸气 慢慢数到三，
然后呼气， 令腹部凹下去， 还
未适应阶段， 可以将手抵住腹
部边确认边练习； 吸气 3 秒钟
同时保持腹部凹陷， 拉伸身体
想象背筋向上拉伸， 呼气时进
一步使腹部凹陷， 重复 10 次。

郑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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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年的数据显示， 珠
峰登顶的死亡率在 8%左右 。
然而高风险、 高死亡率并没有
劝退登山客们对珠峰的憧憬。
印度资深登山者穆克吉表示，
很多没经验的登山者其实都带
有明确的功利目的： “如果他
们成功登顶珠峰， 回来后就会
被奉为上宾， 风光地出席各类
活动。”

相比于职业登山客， 从没

登过高山的业余人士很多是因
虚荣心对登顶珠峰跃跃欲试。
而一些不负责任的登山公司则
不论客户是否有资质， 都一律
接待， 造成了部分 “登山客”
的患病甚至死亡。 宝贵的生命
只有一次， 为了自己的健康和
家人的幸福， 请理性登山， 莫
因虚荣心丧命。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
康敏

大蒜是最常见的香辛调味料， 它被称
为天然抗生素， 富含大蒜素等多种营养物
质和抗氧化剂， 具有多种美肤美容作用。

除皱 大蒜里的某些成分， 有类似维
生素 E 与维生素 C 的抗氧化、 防衰老特
性， 有助于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损伤， 其
抗皱作用堪比价格不菲的抗衰化学药膏。
取大蒜三瓣捣碎后， 涂抹在皮肤皱纹处即
可， 坚持每天涂抹， 有助于让皮肤恢复青
春活力， 减少皱纹的功效。

祛痘 大蒜的抗菌属性有助于清洁皮
肤， 让肤色更好。 可以将大蒜瓣切成两
半， 然后在痘痘上轻揉， 坚持几天就可明
显见效。

除妊娠纹 涂大蒜是为数不多的去除
妊娠纹的方法之一。 将蒜瓣捣碎取汁， 滴
入热油中， 涂抹在妊娠纹上， 坚持两周即
可见效。

强健指甲 大蒜不但可以保护皮肤，
还可以强健指甲， 防止脆裂折断。 每天用
大蒜瓣切片或捣碎后取汁擦指甲， 坚持几
周， 指甲质地明显改观， 强度恢复如初。

防银屑病 蒜瓣数个捣成泥， 加熟菜
油调匀， 外敷在患部， 大蒜的抗炎作用对
缓解银屑病 （俗称牛皮癣） 有一定效果。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健康局
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生活中， 女性除了日常的皮肤清洗和
保养之外， 还应该做些纯天然的美容保
养， 使皮肤看起来更柔美光滑。 下面给您
介绍几种简便效佳的天然美容法：

牛奶涂面法 可消除皮肤皱纹， 且使
皮肤增加弹性。 洗完脸 15 分钟后， 取新
鲜牛奶一小杯， 加少许柠檬汁混合， 用纱
布蘸取在面部轻轻拍打， 停留 5 分钟后用
清水洗净， 能达到护肤效果。 临睡前进行
效果最佳。

黄瓜贴面法 有洁白皮肤、 收缩毛孔
的作用。 取黄瓜一条， 切成薄片， 轻贴面
部， 经过 15 分钟左右取下， 再以清水洗
净即可。

蜂蜜面膜法 取鸡蛋清 1 个放碗中搅
动至起泡， 然后加入蜂蜜 20 克调匀。 洗
浴后将其均匀涂抹在面部和手上， 使其自
然风干， 30 分钟后用清水洗净， 每周 2
次。 此面膜能润肤除皱， 驻颜美容， 有营
养增白皮肤功效。

蛋清涂面法 取鸡蛋一个， 将蛋白取
出搅匀， 不必加水， 拿小刷子均匀涂抹于
面部， 待其完全干后， 用中性化妆水把蛋
清洗掉， 再用温水冲净， 然后涂上维生素 E
面霜， 立即就寝。 此法适合油性肌肤， 可
消除脸上过多的油脂， 并减少皱纹产生。

蛋黄涂面法 取蛋黄一个， 全脂奶粉
两大匙， 蜂蜜、 橄榄油各一小匙， 再加些
柠檬汁， 混合搅匀后， 轻涂整个面部。 约
30 分钟后， 用温水清洗， 之后再擦点收
敛型化妆水。 此法较适合干性且粗糙的肌
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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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美容功效多

5月 23日， 一张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堵车” 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
关注。 登山者排成“长龙” 蜿蜒在通向顶峰的 8000米狭窄山脊上， 达 3小时
之久。 据尼泊尔政府部门统计， 由于等候时间过长， 消耗体力过多， 加之高
寒和缺氧， 迄今已有 14 人因此而死亡， 另有 3 人失踪。 仅 5 月 23 日一天就
有 3人丧生。

追梦与冒险的背后
还请多一份理性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拥有
一定的经济能力， 二是要有一定的
身体素质。

普通人登上珠穆朗玛峰至少需
要 20 万元人民币， 由于天气的原
因， 有可能不会一次登上珠峰。 其
次是身体素质的训练。 如果患有哮
喘、 心脏病、 高血压等疾病， 最好
不要参加登山活动。 在高原上登山
需承受高原反应、 面临极地气候，
并背上很重的装备前行， 必须具备
过硬的身体素质。

如果你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身体情况还可以， 想登珠峰的话，
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千万不要以
为这很轻松， 这个过程需要 3～4 年
的时间。

1. 开展低海拔户外活动、 体能
训练、 基本技术学习， 在身体上主
要是耐力、 心肺功能、 腿部和腰腹

普通人登珠峰
需具备什么条件？

近年来 “挑战珠峰” 的热度日
渐高涨， 特别是在天气较好被视
为珠峰 “黄金冲顶期” 的五月， 人
数更是激增 。 今年尼泊尔旅游部
门为夏季登山季签发了破纪录的
381 张登山许可证 ， 其中有很多
“登山客” 是缺乏经验、 盲目跟风
的新手， 在登顶过程中行进速度
太慢， 阻碍了其他登山队伍 ， 造
成了这次 “大堵车” 的危险局面。
需提醒大家的是 ， 攀登珠峰要切
实考虑自己的经济和身体实力 ，
不要为了虚荣心盲目登山。

登顶珠峰究竟有多难？
在 1500 米到 3500 米之间的高

海拔， 登山者会出现呼吸变快、 加
深， 运动困难、 疲劳、 难以入睡、
排尿增加等症状 ； 在 3500 米到
5500 米的超高海拔， 会出现缺氧
症、 无食欲、 脱水等症状。 上升到
5500 米到 8000 米的极限海拔， 会
出现大脑混沌、 肌肉无力、 身体冻
伤等症状； 而在 8000 米以上， 是
“死亡区”， 人类无法长时间存活，
身体会迅速损伤。

部力量、 背负能力的训练。 一
名新手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周末
使用起来， 这个阶段可以在一
年内完成。

2. 开始进入高海拔的空
气稀薄地带 。 在攀登珠峰之
前 ， 最好有 2～3 次的高海拔
登山经历 。 根据循序渐进的
法则 ， 健康人可以从 6000 米

山 峰 为 起 点 ， 然 后 是 7000
米 、 8000 米的山峰 。 这个阶
段最快需要 1 年 ， 一般需要
2～3 年。

3. 珠峰攀登的准备阶段。
用半年的时间， 全身心投入珠
峰攀登的准备， 记住： 必须是
全身心投入， 特别是体能的训
练和储备。

理性登珠峰 莫因虚荣心丧命

练练背部舒缓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