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杠铃系列之六十四

■我的养生经

■顺时养生

我是上班族， 整天坐办公室， 落下
了颈椎毛病， 医生建议我经常参加运
动。 于是， 玩篮球便成为了首选。

因以前的球友大都时间套不上， 我
便一个人玩起了篮球。 每周一、 周三黄
昏， 我拿着篮球来到球场上。 首先， 我
先做热身运动， 伸伸胳膊， 压压腿， 将
浑身发紧的肌肉打开， 热身后， 我就开
始通过球来锻炼了。

练习运球： 弯下腰， 左手运球， 右
手运球， 交叉运球， 背后运球， 胯下运
球， 从中场运到篮下， 全身的肌肉都跟
着动起来。

练习三步篮： 每次从三分线外起
步， 从各个不同角度跑向篮筐， 上低手
篮。 兴致高时也从正面冲进去， 用战斧
式扣篮的方式， 打板入筐， 连续上几十
个三步篮。

练习转身上篮： 我持球站在罚球线
上， 背对篮筐， 持球向左晃下球， 做一
个假动作， 然后回来， 从右侧突破上篮
或反方向做。 如果计算时间的话， 1 分
钟也就能做七八个转身上篮的动作。

练习投篮： 有人觉得一人练习投篮
很没劲儿， 因为经常拾球。 其实， 一个
人投篮也能玩得紧张有序。 我的方法是
每次投篮都跑到距离篮筐差不多远的位
置， 每次跳投后马上去接球， 再跑到差
不多的距离， 角度可以变， 但距离不能
变。 我掐过时间， 1分钟连续投篮， 顶多
能做 11 次。 连续几个 1 分钟， 就会变得
气喘吁吁， 热汗涔涔。 甚至能达到从有氧
运动到无氧运动， 从而达到健身之目的。

利用篮球进行健身运动， 一段时间
坚持下来， 我的饭量增加了， 身体也变
得强壮了， 当然颈椎的问题也没了。

邢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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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冬季 ， 是不是感觉特别干
燥？ 很多人都会出现脱皮 、 便
秘、 口干舌燥等症状， 从中医的
观点来说， 这可能是 “火”。 正
确认识冬天里的内 “火”， 根据
原因对因调理有助化解。

冻出来的“寒包火” 有人
感觉自己上火了， 就想靠少穿衣
服的方法来去火； 还有些女孩爱
美， 大冬天也穿着裙子， 这些做
法都错了。 上火需要在体内疏散、
清解， 如果靠外面的寒气来去火，
不但不能达到目的， 反而容易形
成另一个病证， 即 “寒包火”。 寒
气都有凝闭性质， 让寒气从外部
包围人体， 体内的火气就很难再
散发出去。 寒包火可以有两种表
现形式， 一种是以感冒的形式表
现出来， 这是急性的， 可能出现
发热怕冷、 咽喉肿痛等； 还有一
种是以慢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即
身体老感觉怕冷、 手脚凉， 同时
又经常口舌生疮、 口干口苦、 脸
上起痘等。 解决寒包火首先需要

散外寒， 在散寒的基础上配以清
热， 日常生活中推荐萝卜配生姜
煮食， 生姜去外寒， 萝卜清里热，
搭配服用可缓解症状。

烘出来的“燥火” 冬季气
候干燥， 又因气温低， 自然界的
水分都以液态或固态的形式存在
着， 空气中的水分比较少。 而北
方冬天有暖气， 南方有空调， 还
有些人会使用电褥子 、 电暖气
等， 这些方式都可能把室内少量
的水分烘干， 加重干燥程度。 人
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 就会出
现 “燥火” 的表现， 比如嘴唇干
裂、 咽喉干燥、 口渴欲饮等， 严
重时还会有干咳， 这预示燥火已
经伤到了肺。 这时， 首先要注意
取暖设备的温度不能调得太高，
并配合使用加湿器； 严重者需要
喝点养阴生津清热的中药， 如麦
冬 、 竹叶 、 石膏 、 芦根 、 沙参
等， 各取 10 克混合代茶饮即可。

吃出来的“湿火” 冬天可
以适当吃点火锅来御寒， 但吃得

太过频繁也对身体不好， 因为火
锅基本以温热的肉类 (牛羊肉等)
为主， 肥甘厚味摄入过多时， 脾
胃的运化功能便显得薄弱， 不能
运化就会生湿热， 即 “湿火”， 可
表现为口黏口苦、 胃脘胀满、 食
欲不佳、 大便不畅等。 湿热者应
注意饮食清淡， 可以多吃些芹菜、
莲藕， 还可服用一些药物， 如藿
香、 佩兰各 10 克泡茶饮， 或取适
量赤小豆、 生薏米煮粥喝。

忙出来的“心火” 一到年
底， 很多单位都有加班习惯， 工
作太忙、 压力一大， 人就会着急，
这样会生出肝火， 表现为心烦急
躁、 口干口苦、 头晕、 面红目赤
等。 肝火还会进一步发展为心火，
出现心悸、 失眠、 多梦等症。 遇
到这种情况首先要调整好心态，
以平和积极的心情对待工作， 另
外可选择太极拳等运动疏泄心火，
也可以用菊花、 金银花、 竹叶、
栀子等 3-5克代茶饮。
中国科学院教授科普作家 高峰

大腿肌群 （1）： 坐姿夹腿
坐姿夹腿主要锻炼大

腿内收肌群， 一般健身房
有专用的大腿内收机， 按
其固定的路线、 方法进行
锻炼即可。

目标肌群： 大腿内收肌
群 （大收肌、 长收肌、 短收
肌、 股薄肌及耻骨肌等）

【动作要领】
1、 在大腿内收肌训练

机上就座， 脚踏踏板， 调
整大腿挡板的位置， 使之
紧靠大腿内侧膝盖的部位。
如果你使用的器械有重量
释放装置， 利用这个功能
慢慢将重量加在大腿内侧。
双手握住座椅两侧的手柄，
背部靠紧靠背， 以保持身
体稳定。

2、 双腿用力向内夹
紧， 直到相互接触。 为了
防止双腿触碰后的反弹 ，
不要用爆发力做这个动作，
发力应该相对和缓一些 ，
完成一次动作大约用时 2-
3 秒钟。

3、 双腿夹紧后， 保持
2 秒钟 ， 然后双腿在重量
的拉动下自然外展。 此过
程要在慢速和充分的控制
下进行， 否则内收肌受到
过度抻拉而受伤的风险就

会明显增加。
4、 双腿外展打开后不

要停顿， 立即开始并拢双
腿， 进行下次动作。

【注意事项】
1、 首先用较轻的重量

做 1-2 组进行热身， 让身
体逐渐进入全力以赴的运动
状态。 可以月为单位增加练
习的重量， 这样做能够在安
全的前提下， 使力量和柔韧
性取得比较稳健的进步。

2、 主要注意动作速
度、 节奏及意念等。

3、 坐姿夹腿与坐姿髋
外展是相对的动作， 可在
一体机上做， 通过调整两
侧挡板方向即可实现， 注
意区别。

健身教练 俊宇

身体的局部动作通过肢体的推、 摩、
擦、 抹、 揉、 捻、 拿、 按等要领， 起到强
身健体的作用。 此法轻易把握， 便于操
作， 常用要领有以下几种：

推 用指腹或手掌在皮肤上单偏向直
线敦促， 手要紧贴皮肤， 用力要稳， 速率
要慢， 此法能促进血液循环。

摩 用食、 中、 环指指腹或手掌附着
于皮肤， 做有节律的环形抚摩行为， 用劲
要和缓天然， 速度 120 次/分。 用于胸腹
肋推拿， 可调理胃肠蠕动， 理气和中， 消
积导滞。

擦 用掌和鱼际、 小鱼际部位于皮肤
局部举办直线往返摩擦， 贴近皮肤， 速率
匀称， 速度为 100-120 次/分。 多用于胸
腹腰肢， 具有温经通络， 消肿止痛， 健脾
及和胃效果。

抹 用手指紧贴皮肤， 做上下或阁下
来回移动， 用力适度， 轻而不浮， 重而不
滞。 常用于头、 面、 颈部。 可扩张血管、
具有开窍镇静苏醒头脑功能。

揉 用掌根或鱼际或手指指腹， 做轻
揉和缓的盘旋揉动， 速度为 120-160 次/
分。 适用于各部位， 有理气消积、 活血化
瘀、 消肿止痛结果。

捻 用拇指、 食指指腹捏住四肢小枢纽，
对称地用力辗转捻动， 要机动快速。 用于
手足枢纽， 具有通利枢纽， 消肿止痛效果。

拿 用拇指和食指、 中指或环指相对
按摩必然部位的皮肤肌肉或肌腱， 进行
一松一紧的拿捏， 用力由轻到重， 匀称
连贯， 此法可缓解肌肉痉挛， 有开窍止
痛效果。

按 用拇指或掌根按压穴位， 逐渐用
力按动， 或以指尖在穴位上用力按压， 或
用指腹用力点按。 用力要一连， 由小到
大， 直到有感受时再减压力， 也可揉按相
结合， 具有止痛效果。

刘玉雯

心脏保健三法
静神调息法

端坐， 挺胸收腹， 下颌内收， 将右手
放于左胸的心前区， 闭合双目， 使精神进
入宁静状态。 慢慢地调节呼吸， 使呼吸速
度缓慢而深沉， 然后右手根据呼吸的速度
顺时针地轻摩心脏， 一呼一吸为一息， 一
息按摩一圈， 按摩 36 圈。 此法有运行气
血、 滋养心脏的作用。

运动养心法
进行适量的体育运动， 如散步、 慢跑、

太极拳、 游泳等， 可根据自己身体的具体
情况选择运动方式和运动量。 适量的运动
可促进心血管系统健康， 增强心脏的功能。

护心保健操
1、 按内关穴： 端坐， 将右手按于左

手臂内关穴 （前臂内侧， 腕横纹上 2 寸，
两筋间）， 用力按揉 30 次； 然后用左手按
揉右臂内关穴 30 次。

2、 揉心前区： 将左手放于左胸心前
区， 右手压于左手之上， 顺时针旋转按摩
30 次， 再逆时针旋转按摩 30 次。 有疏通
气血、 调养心脏、 增强心脏功能的作用。

胡万里

小心冬天里的内“ ”

我的健身伙伴：篮球 跟我学 83器械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