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殷映月 邮箱：284820975@qq.com� �版式：谢敏智08 时尚健康

������秋天， 很多人都有唇部干
燥的问题， 在这里推荐三个简
单易操作的唇部护理法给大
家。

1.�注重唇部保养 使用唇
部彩妆品之前， 最好选用滋润
度强的护唇膏先行打底， 降低
口红对唇部的刺激， 同时要注
意彻底卸妆， 且不过度摩擦嘴
唇。

2.�保持唇部运动 让嘴唇
保持 “啊 ” 音 5 秒钟 ， 保持
“哎” 音 5 秒钟后放松， 用力
保持 “哦” 音 5 秒钟； 最后保
持 “一” 和 “屋” 音形状各 5
秒钟， 重复以上动作 5 分钟。

3.�保证饮食营养 平时多
喝水， 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起
喝水， 最好采用少喝多次的方
法。 还要多吃水果、 蔬菜， 摄
取适量的营养元素 (如维 A、
维 B、 维 C、 维 E 等)。 另外，
少吃辛辣上火的食品， 以免双
唇起泡。

郑玉平

������腮红是修饰脸型、 美化肤色的最
佳帮手， 善于使用可以让脸部皮肤显
得健康红润， 使人更加靓丽。

市面上的腮红种类很多， 应针对
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产品。 常见的腮
红有以下四种 ： 液状腮红 ， 如胭脂
水， 含油量少， 或是不含油， 使用时
要小心控制晕染范围， 适合偏油性肌
肤使用； 慕斯状腮红， 质地清淡， 一
次用量不宜太多， 以多次覆盖方式涂
擦， 效果较自然， 适合偏油性肌肤使
用； 乳霜状腮红， 质地柔滑， 一次用
量不宜太多， 适合偏干性肌肤使用；
膏饼状腮红， 适合搭配海绵使用， 延
展效果较佳， 可以制造出油亮妆效，
适合偏干性肤质使用。

选择腮红时， 要注意其与肌肤的
融合性， 选择与肤色搭配协调的颜
色。 可以在手背上试用腮红质感， 除
了要观察其与肌肤的融合程度外， 还
要注意腮红在肌肤上的实际效果。 如
果是膏状腮红， 要注意其延展性； 如
果是粉状腮红， 要注意其附着力。 要
想使腮红达到较好的妆效， 最好从以
下三点入手： 首先， 以清淡为宜， 腮
红的功效主要是让气色看起来自然红
润 ， 除非是为了追求特殊的妆面效
果， 否则颜色不宜过浓； 其次， 要找
出正确的涂抹位置； 再次， 腮红的色
彩搭配也很重要。 肤色较暗的人， 应
尽量选择偏橙色腮红； 肤色较白皙的
人， 可以根据妆容要求自由选择腮红
颜色； 日常妆应避免选用太红的颜
色， 面积也不要涂得太大， 隐约可见
最好； 晚妆腮红的颜色可以略加强
调， 以突出脸部轮廓。 此外， 还应考
虑所在地区的气候特点， 若气候较潮
湿应选择粉状腮红， 以免肤感过于油
腻或容易脱妆。

最后， 应根据脸型选择适当的腮
红形状。 对于圆脸型， 将腮红以三角
形的扫法画到太阳穴， 让减轻脸部圆
润感； 对于长脸型， 应呈水平线扫，
还要注意加强颧骨轮廓 ； 对于方脸
型， 将腮红由鼻翼扫到太阳穴， 再用
颜色更深的腮红涂在发际线处， 减轻
脸部横扩感； 对于倒三角脸型， 可水
平扫腮红， 但注意不要太靠近鼻子，
而对于鹅蛋形脸型， 腮红形状无固定
限制， 避免只涂在颧骨上即可。

钱琦

������划船运动 通过保持有规律的向
前划船运动可有效增强上背和肩膀
的力量、 拉伸背部肌肉。 首先， 双
腿弯曲坐在运动球上， 脚接触到地
板， 然后脖子和后背保持在一条直
线上。 每只手拿一个 2.27 千克重的
哑铃， 让手肘成 90 度弯曲， 再将手
前后摇摆 ， 注意将重心放在两侧 ，
且将肩膀压紧不要松开。

脊柱伸展运动 首先躺在一个垫
子上 ， 膝盖弯曲让脚放在地板上 ，
可以减轻脊柱的压力。 用一个小小
的枕头来支撑住头部 ， 两眼睁开 ，

然后通过延伸脊柱、 拉伸背部肌肉，
尽可能地让身体陷入垫子中。 想象
着骨盆已经和上身脱离， 同时保持
深呼吸 20 秒。

胃部按摩运动 可以拉伸背部肌
肉， 强化腹部和腿部肌肉， 提高自
身消化能力。 首先张开双臂， 弯曲
膝盖让脚趾轻轻放在垫子上， 用尾
骨来保持平衡， 然后双手举起向前
伸并挺起脊椎， 想象自己坐在一个
平衡梁上。 再将腿向前伸， 同时张
开双手， 身体向后扭转使得一只手
处于背面， 想象着去砍身后的一棵

树。 最后将身体转回去同时把膝盖
放下来， 再做另外一边。

祈祷姿势运动 可以拉伸脊椎及
手臂、 肩膀、 臀部和腿的肌肉， 帮
助脊椎和脖子变得笔直。 保持脖子
向下按的同时让头部微微向上仰 ，
两个膝盖和脚中间有间隔， 全身趴
下， 然后让身体拱起， 将臀部重心
放在大腿上。 再伸出双手， 保持手
掌向下紧贴地面直到额头靠到地板
上， 让脊椎拉直、 骨盆向上耸立。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洪军

������此前， 艺人陈意涵怀孕期间
每天跑步 5 公里， 蹦床世界冠军
何雯娜还来了一个脚踩瑜伽球 。
那么 ， 像刘璇的倒立 、 一字马 ，
陈意涵的跑步 5 公里， 何雯娜的
脚踩瑜伽球， 怀孕期间提倡这样
运动吗？

“我们不建议孕妇这样做 ，
刘璇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摆拍更好
看， 医生也不会建议孕妇过度做
伸展、 劈叉等动作， 孕妇需要保
持骨盆稳定。” 四川省成都市妇女
儿童中心医院孕妇学校负责人 、
孕产运动指导师宋艳表示， “刘
璇摆拍姿势没问题， 那是在有安
全保障的前提下。 如果在现实中，
孕妇长期这样运动风险很大。 像
是孕妇倒立， 如果在不稳定的情
况下 ， 可能有跌倒受伤的风险 ；
孕妇一字马， 可能会引起耻骨区
域的疼痛。”

宋艳建议， “孕妇锻炼是因
人而异的， 像是刘璇、 陈意涵等
本身底子好， 盆底肌、 腹部核心
等就很好， 同时还会有专门的老

师针对她们制定孕妇运动方案 。
普通人平时的体能训练也没有达
到她们的强度， 更不要说怀孕时
期了。 孕妇运动应以安全为前提，
具体如何做也跟每个人的身体状
况密切相关。”

孕妇适当运动有利无弊
建议在专业运动指导师指导下运动

“不管是为了肚子里的宝宝
还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适当的运
动对孕妇来说都是有利无弊的。”
宋艳介绍， 在生理方面孕期适量
运动可以提高有氧适能， 改善循
环 、 消化系统 ， 提高睡眠质量 ，
减少人为干预生产 ， 如 ： 胎吸 、
产钳、 剖腹产等。

宋艳还介绍， 孕期运动能增
强肌肉力量和耐力， 从而提高分
娩时的肌肉效率。 增大活动范围，
提高平衡性和协调性； 提高肌肉
线条 ， 以及增加对关节的支撑 ；
增加柔韧性和能动性； 改善姿势
和预防孕妇可能发生的姿势偏差，
以及由此产生的不适情况； 改善
对骨盆器官的支撑， 为怀抱新生
儿做准备。

孕妇的运动也很讲究时间 ，
“孕中期尽早运动可显著减少孕妇
患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 因此推
荐孕妇应在怀孕稳定后尽早参与
运动。 参与运动的时间越早， 效
果也越好。” 宋艳建议， 孕前活动
偏少的孕妇建议从每次持续 15 分
钟 、 每周三次的有氧运动开始 ，
逐渐增加到每次 30 分钟、 每周四
次。

宋艳提醒， 孕妇在运动时一

定要注意运动强度问题， “推荐
至少一周两次～三次 （间断进行），
每次运动训练应该包括 5～10/8～10
个不同组动作 ， 包含大肌肉群
（上身、 下身以及躯干）， 每个动
作应重复 10～15/8～10 次， 每次运
动至少应做上述不同动作 1～2 个
循环。”

孕期运动也有一些运动禁
忌。 “任何孕期运动计划开始之
前， 要获得医生的同意， 同时最
好在专业运动指导师的指导下开
展运动。 为了孕妇安全， 不建议
孕妇自行在家练习瑜伽或有氧
操 。” 宋艳提醒 ， 如果孕妇有以
下任何情况， 则不适合进行孕妇
运动： 前置胎盘、 子痫先兆、 子
宫颈闭锁不全 、 子宫内生长迟
缓、 静脉或肺部的血栓症、 产妇
心脏疾病、 阴道出血、 胎膜破裂
等。

孕妇运动咋做？
专家这样说

宋艳教给孕妈妈一组缓解孕
期不适的孕妇运动方式， 可缓解
腰背疼痛。

方法： 坐于椅子上， 双腿打
开， 双手分别扶双腿上， 手肘微
屈。 背部伸直， 微微前倾， 吸气
拉长脊柱， 胸口上提， 带动颈部
前侧拉长， 呼气弓背埋头看向肚
脐 。 重复 5 次 。 吸气拉长脊柱 ，
胸口上提 ， 带动颈部前侧拉长 ，
呼气上背部扭动向左上方， 压低
右肩， 吸气回正， 呼气反方向扭
动。 重复 5 次。

贺风玲

�������9 月 8 日， 体操奥运冠军刘璇通过其社交网络帐号
发布了一组怀孕期间的运动照， 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 刘璇孕肚倒立照 #” 话题阅读量超 2 亿。 照片中， 刘
璇挺着大大的孕肚， 完成倒立、 一字劈叉等动作， 自称
是“超人妈妈”。 这样的动作真的适合孕妇吗？ 专家明确
表示： 不建议孕妇这样做， 也反对孕妇们跟风。

善用腮红人更靓

四个运动 拉伸肌肉

唇部干燥
三招应对

专家： 切勿盲目跟风
刘璇晒孕肚倒立照上热搜

刘璇孕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