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项运动都各有其功效， 每个人
应根据身体的具体情况， 有针对性地
锻炼健身。

运目运动增视力 人到中老年，
视力多有不同程度的衰减， 多做运
目眨眼运动可促进眼部血液循环，
减缓视力衰减的速度。 做时收心定
神、 全身放松， 用力闭眼 ， 再睁
开， 然后两眼球向左右两侧做运目
运动， 反复进行。 闭眼时眼眶要特
别用力， 心思集中于眼睛， 睁眼时
尽量放松， 每次锻炼 5 分钟， 每天
3～4 次。

下蹲运动能强心 不少人下蹲
或坐一阵子后起来， 便有头昏、 眼
前发黑的现象。 原因主要是心力弱、
平时缺乏锻炼， 如能多做下蹲锻炼，

可增强心脏活力， 使症状改善。 下
蹲幅度因人而异， 身体较好者可以
全蹲， 并停 1～2 秒钟再站起来； 中
老年人可以半蹲， 甚至只略微屈膝，
逐步加大下蹲的幅度。 一般每天锻
炼 2～3 次， 每次下蹲 30～40 下， 持
之以恒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叩膝运动除焦虑 叩膝运动可
缓解焦虑情绪 ， 促进全身血液循
环。 方法是： 两脚直立 ， 交替踏
步、 抬高两膝， 同时两手前伸； 掌
心朝下， 抬右腿时用右手碰触膝
盖， 抬左腿时用左手碰触膝盖， 运
动快慢与平时快速步行速度相仿，
反复做 50 次。

慢跑运动减抑郁 实验发现，
抑郁症患者坚持长期有规律的慢跑

可有效减轻抑郁症状： 120名抑郁症
患者坚持每天慢跑半小时， 3个月后
80%的患者病情好转， 20%的患者不
良感觉完全消失， 情绪明显好转。

跳跃运动壮筋骨 研究人员对
绝经期的女性进行骨骼与运动关系
的系统观察中发现， 每天坚持做上
下跳跃的女性， 一年后骨密度明显
增加， 最易发生骨折的髋部骨密度
增加 30%。 究其奥妙， 是跳跃运动
既加快了全身的血液循环， 加上地
面的冲击力又激发了骨质形成之
故。 坚持每天做 50 次跳跃运动 ，
或采用跳绳的方式交替进行， 可有
效减缓骨质疏松的发生。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健康局
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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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身的脂肪储存是女性的特
点， 属于正常的脂肪储存， 主要以
皮下脂肪为主， 正常情况下没有太
大的危害， 但储存过多导致肥胖不
利健康。 下半身肥胖问题， 究其原
因， 主要与雌激素分泌紊乱、 姿势
不当、 穿衣着装过紧相关。

雌激素分泌紊乱 饮食不规律、
乱服减肥药、 意外怀孕等都会让雌
激素分泌紊乱， 导致脂肪在腹部和
大腿部位堆积， 下半身越来越胖。

姿势不当 跷着腿坐， 会阻碍
腿部血液和淋巴循环， 导致下半身
水肿、 脂肪增厚， 连肌肉都变僵
硬。 同时， 走路姿势不对或鞋子穿
得不对， 走得再多也减不了肥， 还
可能变得更胖， 甚至严重影响足部
健康。 比如走路拖沓， 会使小腿变
得更粗壮。

穿衣性感太“紧身” 紧身牛仔
裤、 束身内衣等紧身衣物， 甚至迷
你裙、 无袖衫等性感穿着， 都会让
下身发胖。 太紧身的服装会阻碍腿
部的正常运动及腰腿部位的血液循
环； 短裙则会使腿部受凉， 同样影
响血液循环， 导致脂肪堆积。

下肢过度肥胖， 可引起关节炎
症和下肢血液循环障碍， 如关节
炎、 静脉炎及血栓形成、 感染， 严
重时可致行走困难， 应加以避免。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2020年7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殷映月 邮箱：284820975@qq.com� �版式：谢敏智08 时尚健康

接吻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人在接吻尤其是深吻时， 唇部
和舌头的多块肌肉都会处于紧张收
缩的状态， 可有效锻炼脸部肌肉、
加速血液循环， 使皮肤更加光滑，
甚至预防皱纹等。 在接吻过程中，
也会消耗一点点卡路里， 注意不是
很多， 所以不要幻想可以通过接吻
来减肥。

和牙膏、 口香糖类似， 接吻可
刺激人的口腔唾液腺分泌大量唾
液， 而唾液中的钙和磷等物质， 可
抑制一些产酸的细菌， 从而有效地
预防牙菌斑和龋齿等牙齿疾病。 研
究表明， 唾液中还有一些酶、 蛋白
质甚至细菌等， 两个人唾液的交换
可刺激、 增强对方的免疫系统。

说到这里， 知道了接吻会跟对
方交换唾液里的细菌， 有些人会觉
得有些害怕。 而且有人称接吻一次
就会交换 8000 万细菌， 这是真的
吗？

接吻一次 交换 8000万细菌？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 对人类来
说， 包括细菌在内的微生物并非都是
有害的或致病的， 自然界还存在大多
数对人体有益的细菌， 其中有很多长
期居住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中， 例
如皮肤表面、 内脏、 粘膜等。

口腔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微
生物聚集地， 人类口腔中大约有
700 种微生物， 构成了口腔微生物
组， 其中细菌占了很大一部分。 因
涉及吃饭、 喝水、 呼吸等行为， 口
腔微生物组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

影响， 所以也是人体最复杂的微生
物群落之一。 鉴于口腔中细菌种类
和数量比较多， 长时间的接吻的确
可能导致数千万细菌的交换发生，
但这并不能跟传染很多疾病划等号。

“夫妻相”是接吻造成的吗？

夫妻之间多次接吻会导致口腔
微生物的交换， 进而影响肠道微生
物组。 肠道微生物组是人体内最重
要的微生物组之一， 其数量可超过
10 万亿个； 和口腔一样， 其中绝
大部分是细菌。 肠道内的细菌群相
当活跃， 会和人体多个器官之间相
互联系， 经常参与消化道、 肝脏、
皮肤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等器官的正
常生理活动， 同时还对免疫系统产
生影响。 肠道细菌群的失调可能会
导致糖尿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
代谢障碍等。

时间久了， 两个人的肠道微生
物组可能会趋于相同或类似， 而这
很可能是人们常说的 “夫妻相” 的
原因之一。 但这并不能够完全解释
“夫妻相” 这个现象， 择偶时候志
趣相投的标准、 长期共同生活累积
的相同生活习惯和相近的生理状
态， 也都是可能造成 “夫妻相” 的
原因。

如何防范接吻导致的健康问题？

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细菌可能通
过接吻被交换， 如一些引起口臭的
致病菌； 或者来自接吻对象的一些
有害细菌在牙龈组织 “安营扎寨”，
其造成的菌斑和代谢产物可能会引
发牙龈组织的炎症反应和肿胀， 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牙周炎。 而如果口
腔内有伤口， 那么接吻时一些细菌
或病毒有可能通过破损的口腔黏膜
进入血管， 到达循环系统， 进而影
响身体的其他器官或组织、 增加一
些全身性疾病的隐患， 例如肝炎有
可能通过该形式传播。 因此， 在口
腔内有创口的时候， 最好尽量减少
接吻行为。

还有， 一些细菌等微生物导致
的消化道疾病， 会通过接吻时的唾
液交换传染给对方， 比如可致胃病
的幽门螺旋杆菌。

综上所述 ， 在和喜欢的人接
吻、 表达爱意之余， 也要注意个人
口腔健康和身体状况。
澳洲国立大学生物医学博士 张旌
审稿专家：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副教授 陶宁

������跑步过程中， 大家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问题， 比如会出现胸腔疼
痛、 腿抽筋等， 跑步后会出现肌肉
酸痛等。 另外， 有些人感觉到跑步
非常累， 这可能是没有调整好跑步
频率或呼吸方式不正确等原因造成
的。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让跑步不那
么累的四个小技巧。

跑步前补水 跑步时， 水分被
大量消耗， 会引起人体缺水。 运动
前适当喝一些葡萄糖或温水、 淡盐
水， 可提前补充水分， 让喉咙在跑
步过程中更加舒服。 当然， 也不要
喝太多水， 以免增加胃肠负担。

鼻吸口呼 在跑步过程中， 不
少人感到口干舌燥， 有的还会出现
嗓子疼等症状。 除了缺水， 可能是
因为过猛的呼吸或环境导致的。 跑
步时最好用鼻子吸气、 嘴巴呼气，
避免空气气流进入呼吸道时过猛、
过激。

注重节奏 注重跑步的节奏和
规律， 按距离长短制定速度计划，
不忽快忽慢， 以免过度透支体力；
注意呼吸的节奏， 可更容易地跑完
全程。

避免头部震动 有的人跑步会头
晕眼花， 这是由头部的震动引起的。
跑步时注意将头部尽量保持直线运
动， 避免震动。 上半身挺直、 双腿
不要抬太高， 会帮助跑步更平稳。

聂勇

跑步太累
四招缓解

女性缘何
下半身易发胖？

怎样接接接吻吻吻才有益健康？
表达爱意也应注意身体状况

�������国际接吻日刚过， 你有没有和爱人亲密一吻呢？ 对于夫妻或情
侣来说， 接吻可以表达对彼此的爱意， 与此同时， 接吻还有一系列
好处。 不过， 接吻也可能导致一些健康问题， 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适
合接吻。 今天， 我们就从健康角度了解一下关于接吻的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