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用健身器材，
你用对了吗？ 11

阻力或力量训练是
为了增强肌肉 。 俯卧撑
或者哑铃等健身器材的
阻力是由自身或器材的
重力所提供， 而弹力带的阻力来自于
它本身的弹性。 弹力带主要是由橡胶
条组成， 相比于其他力量训练装置，
其最主要的优点是轻便易携带， 价格
便宜， 你可以带上它一起旅行， 在家
里、 酒店房间甚至办公室锻炼身体。

如何选购弹力带？

目前市面上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的弹力带：

理疗弹力带 大约 150 厘米长 ，
15 厘米宽， 不带把手， 两端开放， 不
形成闭环。 适用于康复训练、 体态矫
正、 平衡训练、 功能性训练、 热身训
练等。 在选择购买的时候， 要注意不
同弹力带的阻力。 一般而言， 不同颜
色代表不同阻力。 如果你是一个刚开
始的力量训练者， 从最低水平的阻力
开始 ， 以你的方式向更高的水平努
力。

环形弹力带 同样也是人气很高
的弹力带， 是形成闭环的弹力带， 规
格不等。 适用于臀腿训练、 力量练习
辅助训练 （如在引体向上训练中起到
辅助作用）。 环形阻力带的弹力同样
有多种选择， 初学者建议买 2 条阻力
不同的弹力带。

扣件式（管状）弹力带 扣件式弹
力带两端为活扣， 可以和多种形状的
把手结合。 大约 120 厘米长， 直径不
一。 适用于康复、 塑形、 力量练习，
功能性训练。

理疗弹力带和环形弹力带就可以
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扣件式弹力带
配件往往较多， 携带不方便， 性价比
较低。 购买弹力带时首先要选择可靠
的正规品牌， 质量有保证， 同时要结
合自身的力量、 经验， 选择不同类型
和阻力的弹力带。

如何使用弹力带？

弹力带的典型用法是站立时将弹
力带的一端放在脚下， 用一只手或两
只手握住另一端 ， 然后向上拉弹力
带。 这个动作可以锻炼肱二头肌及手
腕 。 弹力带常见的训练动作包括弯
举、 臂屈伸、 推举等， 可以锻炼到几
乎所有肌群。 下面介绍几个常见的锻
炼动作：

蹲起 弹力带应该位于身后， 靠
在肩膀上。 一定要保持肘部向前， 挺

胸， 膝关节位于脚趾后面。 弹力带从
头到尾都要有恒定的张力。

俯卧撑 在对抗体重的基础上进
一步施加一些阻力。 确保弹力带固定
于手下 。 最好是把弹力带平放在背
上， 以防它卷起或滑到脖子上。

侧向行走 行走时确保核心肌群
紧绷， 不要使上半身摇摆， 依靠大腿
外侧肌肉完成动作。 如果想锻炼股四
头肌， 先脚尖朝下着地。 如果想锻炼
臀部肌肉， 先脚后跟着地。

站式拉背 膝盖微微弯曲， 使用
核心肌群。 始终保持肩膀向下， 远离
耳朵。 肩胛骨内收， 手肘紧靠躯干。

“L” 型肩举 保持膝盖微微弯
曲， 激活核心肌群。 将一只手臂向一
侧伸出 ， 另一只手臂笔直地向前伸
出， 形成 “L” 形。 手臂应与肩膀高
度平齐。

单车式卷腹 动作要慢。 弯曲脚
踝， 以保持弹力带固定和安全， 两脚
大约分开臀部宽度并始终保持弹力带
上有持续的张力 。 将伸直的腿踢出
去， 将另一条腿拉进来。

初学者每个动作练习做一组， 大
约 30～60 秒； 进阶者做两组， 每组 60
秒， 使用不同级别的阻力带； 高级者
用不同级别阻力带完成 3 组或更多，
每组 60 秒。

切记在进行弹力带训练之前， 一
定要确保已经完成了至少 5 分钟的热
身活动。

力量训练是运动计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 ， 我们不应该仅仅依靠有氧训
练。 力量训练， 无论是举重还是弹力
带训练， 都能锻炼肌肉， 在休息时能
继续燃烧热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 肌
肉质量的降低是导致跌倒的重要原
因 。 所以老年人也不应忽视力量训
练， 但应量力而行。

弹力带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东
西， 它的弹力特性与我们生活中、 运
动中所遇到的阻力形式是完全不一样
的。 如果只练习弹力带， 你的绝对力
量、 爆发力会受到限制， 瓶颈很快就
会出现。 所以弹力带最好配合传统的
力量训练、 自重训练进行， 将两者的
优点互补。

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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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1 年 的 美 妆 市 场 ，
“微生态护肤” 异军突起， 相
关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居高不
下， 国际大牌已纷纷入局， 国
产品牌亦紧随其后。 然而， 日
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纸
通告剑指 “益生菌护肤”， 指
其利用消费者对新概念的好奇
与包容， 炒作噱头进行非法添
加已成为一大风险因素。

微生态护肤就是通过改
善皮肤菌群组成， 提高皮肤
菌群中有益菌比例、 降低有
害菌比例， 或使用目前法规
内许可的有益菌成分改善皮
肤状态， 调节皮肤表面的菌
群平衡。 目前在法规框架内
的微生态护肤相关成分可以
分为四大类———益生元 、 益
生菌、 合生元、 后生元 。 据
预测， 到 2025 年底， 我国皮
肤 “微生态” 市场规模将从
2019 年的 41 亿元 ， 增长到
2025 年的 105.4 亿元， 复合增
长率为 26％， 占整个化妆品
市场规模份额的 1.5%。

日前，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发布公告称， 广州诺色
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nuos

诺色益生菌亮肤均衡保湿百
搭精华水检出 《化妆品安全
技术规范 （2015 年版）》 中规
定的禁用原料 “地索奈德”。
正值风口的益生菌护肤赛道
爆雷， 自然引起业界关注。

微生物护肤品的 “雷 ”
不仅于此 。 打开线上平台 ，
会发现部分商家靠宣称护肤
产品中添加 “活菌” 进行大
力营销。 有消费者误以为益
生菌护肤品与益生菌食品 “师
出同门”， 认为既然足量的活
菌对肠胃有益， 就同样对皮肤
有利。 专家指出， 国家相关法
规对化妆品菌落数有严格规
定， 所以 “活菌” 是不允许被
添加于化妆品中的， 此类产品
根本不会被允许上市。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徐梦漪副教授认为， 近两年，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化
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 等
一系列新规出台， 对噱头添
加以及违法添加等行为都进
行了约束以及管理， 相信整
个行业将走向更为规范化 、
有序化的健康发展方向。

陈馨

“微生态护肤”提防非法添加

运动意味着付出更多
的汗水和辛苦， 有时是一
件不那么轻松的事情。 那
么， 那些喜欢上运动的人
是何时开始爱上运动的呢？

对于许多运动爱好者来
说， 通常会在 2～4 个月进入
运动最佳期。 一位健身人士
表示， 自己运动 80 天以后，
才慢慢从 “我不得不运动 ”
到 “这很有趣 ， 运动之后 ，
我感觉更好。” 许多健身人士
强调坚持在运动早期的重要
性。 经过几个月的坚持以后，
你便可以向自己证明， 我能
朝着计划按部就班， 且有充
分的时间来检验自己的运动
效果。

“我开始很讨厌健身， 但
现在却非常享受。” 一位健身
人士表示， 转折点就在他坚持
运动的第 4 个月。 “当你开始
看到健身成果 （比如身体变得
更健康， 体型变得更匀称） 的
时候， 你就会把那些过程中的
艰难抛诸脑后。”

许多健身人士也表示 ，
养成每天坚持运动的习惯以
后， 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收
获。 比如晨起运动之后， 接
下来的一天也会感觉很好 ，
而当看到运动效果之后， 这
份快乐就会加倍。

一位女性健身爱好者表
示， 她在运动 2 个月后 ， 突
然体会到运动的乐趣。 “有
一周我因为忙碌的工作而放
弃了 3 天训练， 这让我感觉
很糟糕， 当我回到运动场上，
便马上找到了快乐。”

延长运动时间或许也能
让人找到运动的快乐。 一位
长跑爱好者表示， 自己不间
断地跑了 1 小时， 然后开始
真正享受跑步。 “也许我跑
得并不快， 但外出运动可以
让我放空大脑， 清理思绪。”

早期运动总是荆棘满布，
尤其当你的身体还没有适应
运动的节奏， 很多动作都可
能引发身体不适或运动伤害。
但随着运动深入， 你会变得
更强大更健康， 感觉也会慢
慢变好。

总而言之， 找寻一项令自
己感兴趣的运动方式， 持之以
恒， 通过几个月的时间去体验
运动的过程， 期待运动的效
果， 都能让你爱上运动。
石纤 编译自美国《MSN》网站

“生活方式”频道

坚持多久才能开始享受运动？
听听健身爱好者们怎么说

弹 力 带
弹力带， 又称为阻力带， 起

源于 20 世纪初， 由外科手术用
的管子制成， 最初的作用是肌肉
康复， 当时的锻炼照片看起来与
今天的力量训练很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