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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快车

立秋贴秋膘一直是民
间的一项习俗。 然而，随着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少人体内的营养已经过
剩，那么贴秋膘还可取吗？

本报记者

王

营养摄取与运动也要找平衡

灿

亚洲毽球赛中山开幕
本报讯

联。

第二届亚洲毽球赛

一支球队都通过比赛能够提高、进
步，有所收获。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吃，才能吃

日前在广东中山小榄正式拉开大

得更加健康呢。 对此，宁夏体育科学技

幕， 共7个国家和地区的22支队伍

中国毽球训练中心主任张铁

俗。 通常人们会在立秋这天通过食用各

术中心副研究员余小燕表示：“根据中

参加本次大赛。亚洲毽球联合会主

林介绍，在世界毽球锦标赛之前举

种肉类等为身体补充能量。 而这一习俗

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所提出的我们每天

席阮爱武，副主席曾顺秋，秘书长

办本届亚洲毽球赛，就是为整个亚

大体是因为经过漫长的夏季，由于气温

应吃的主要食物种类应当尽可能的丰

林锦雄等出席开幕式。

洲球队在世界大赛前集中进行一

较高人们会出现胃口下降、不思饮食的

富，大体上包括：谷类食物每人每天应

据了解，本次比赛共设三个大

次技术培训和赛前热身。他希望每

现象， 因此常常会伴有体重减轻的情

该吃250克至400克， 蔬菜每天300克至

项十个小项，并在首届比赛的基础

一支球队都能在本次大赛中取得

况。 所以，立秋进补便成了一项习俗。 然

500克，水果每天200克至400克，鱼、禽、

上设置了60岁以上的老年组平推

好成绩。

而， 随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加

肉、 蛋等动物性食物每天应该吃125克

比赛，此举旨在吸引更多的人投入

据了解，大赛期间还将召开亚

之平时营养摄取不再匮乏。 所以，贴秋

至225克， 奶类和豆类每天应吃相当于

到毽球的竞技运动中来，扩大毽球

洲毽球协会执委会，集中讨论各个

膘也已经渐渐变成了一项不再像以往

鲜奶300克的奶类及奶制品和相当于干

在全民健身中的人群覆盖，推广毽

国家和地区毽球发展中需要解决

那么隆重的事情了。

豆30克至50克的大豆及制品。 而食用油

球在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进一

的问题，就下半年的推广发展和培

每天不应超过30克，食盐不超过6克，此

步普及。 本次大赛以切磋球艺，加

训交流活动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外糖类也应注意摄取量。 ”

强交流，收获友谊为宗旨，力求每

立秋贴秋膘一直是民间的一项习

家住北京的李亮最近就为贴秋膘
的事情有些苦恼。 他说：“这两天刚一立
秋，每天一回到家，都会看到老爸老妈

对此，余小燕进一步表示：“现在对

准备的各种大鱼大肉， 一到吃饭的时

于大多数人们来说，贴秋膘已经不再变

候，他们总是希望我能多吃一些。 其实，

得那么重要，不少人体内的营养甚至已

对于肉类我虽然不抵触，但是现在随着

经过剩， 如果此时再过量的摄入营养，

人们对于健康的追求，我也在渐渐地控

便会造成体内营养堆积。 所以，对于大

制自己每天肉类的摄入量。 但是有时实

家来说，尽可能的合理膳食，合理摄取

在拧不过父母， 最后总还是会吃很多。

营养是保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此

就这样，每年一到立秋过后，我总是会

外，在平时的生活中，还应该多参加体

胖上几斤。 ”

育运动，以平衡营养摄取与运动之间的

（黄心豪）

上海社体指导员交流健身气功
小贴士

有氧运动锻炼效果最佳

游泳作为一项十分消耗热量

本报讯

2017年上海城市业

渐入佳境。年初得知健身气功进入

余联赛-世界健身气功日·健身气

了全运会，刘智宇激动地说，“没想

功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赛日前在

到平常人也能到全运会展示自己

动，登山有利于锻炼和改善人体的

上海杨浦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市15

了。”经过了前期的集中训练，今年
年初参加了“我要上全运”的选拔

胖起来容易，瘦起来难，像李亮这

关系。 一般来说，体育运动的类型有很

的运动，非常适合大众参与，尤其

呼吸及心血管功能， 以及腿部肌

个区近200名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

样的情况还有很多。 其实不只是贴秋

多， 适合大众参与的包括有氧运动，其

是肥胖人群。由于肥胖人群体重较

肉， 有助于保持下肢关节的灵活

导员参加了易筋经、五禽戏、六字

赛，最终入选了上海代表队。“在全

膘，朋友聚会、逢年过节，有时难免都会

中有徒步、慢跑、骑自行车、游泳、有氧

大，因此下肢和腰部承受的负荷较

性，并使腰、背、颈部和上肢的肌

诀、八段锦、马王堆引导术和大舞

运会赛场上，我们和来自各地的健

摄入过多的大鱼大肉。 如果说偶尔营养

健身操等。 再有是力量运动，这类运动

多， 而游泳时因为浮力的原因，可

肉、韧带得到有效锻炼。 当然需要

六个项目的切磋交流。

身气功队员切磋交流，也结交了很

过量还不算太严重， 那么长期营养过

主要是加强肌肉力量训练，是消耗脂肪

以有效减少相应的负荷，减少关节

注意的是， 登山时注意力要集中，

刚从全运会赛场赶回来的以

剩，就会造成肥胖的发生。 而肥胖与高

的有效运动， 适宜于体质较好的人群。

和骨骼的损伤。 作为一项全身运

步伐要稳健， 避免踩空、 扭伤、摔

总分第二的优异成绩进入总决赛

本次交流赛的成功举办，有效

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诸多慢性病有

此外，球类运动中篮球、足球、排球、乒

动，游泳对增强心肺功能和力量等

倒。 老年人、超重者、膝关节有疾

的上海健身气功代表队，也来到比

提高了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

着密切关系。 身材肥胖的人，发生高血

乓球、羽毛球等项目，非常适宜年轻人

都很有好处。通常游泳时保持每次

病、心脏有疾病的患者则不宜选用

赛现场做展示表演。上海体育学院

练习水平，更为广大健身气功爱好

压的概率是正常体重的3至4倍，患糖尿

参与，而且球类运动可以使人的神经系

坚持游30至40分钟效果为佳。

登山这种健身方式。

大三本科生刘智宇， 今年21岁，大

者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借鉴探

病的风险是正常体重人的2至3倍。 此

统增强， 加强反应能力， 变得更加灵

一开始接触与学习健身气功，连续

讨、共融互进的平台。

外， 肥胖也可能与一些肿瘤疾病有关

活。 ”

登山也是一项很好的有氧运

王 灿

多朋友，展示了上海的形象。 ”

练了半年左右， 逐渐掌握了要领，

（辛

见）

健康新知

橄榄球运动员患脑病比例高
新华社记者

林小春

《美国医学会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新研

14名半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中9人患病，此外还有
一些在学生时代从事橄榄球运动的人也不同程
度患病。

究显示，对100多名已故美国橄榄球联盟运动员

这次调查中所涉及的已故美国橄榄球运动

所捐赠大脑的检查表明， 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

员患慢性创伤性脑病的比例高达99%， 这一数

都有慢性创伤性脑病。 这表明橄榄球运动对球

据令研究人员震惊。

员的大脑伤害比以前认为的要普遍。

不过， 他们介绍说， 研究本身也有一些不

慢性创伤性脑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

足， 包括研究所用的脑部样本都由运动员家人

通常与头部反复受伤相关。研究人员认为，这种

捐赠， 这些运动员去世之前可能已经显示出脑

疾病会导致大脑中一种称为tau的蛋白质累积，

部受伤症状，所以才捐赠出来做研究，这就使得

从而引起大脑细胞死亡，其临床症状包括健忘、

样本无法代表所有橄榄球运动员。

判断障碍、混乱、抑郁以及最终可能痴呆等。

美国橄榄球联盟发表声明说， 这项研究将

美国波士顿大学研究人员报告说， 他们一

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慢性创伤性脑病， 并承诺

共检查了202名已故橄榄球运动员捐赠的大脑，

将与相关领域专家一道改善现役与退役运动员

结果发现其中多达177人患有慢性创伤性脑病。

的健康， 但也强调对慢性创伤性脑病等头部创

其中，111名前美国橄榄球联盟运动员中110人

伤的原因、 流行率等仍存在许多尚未解答的疑

患病，8名加拿大橄榄球联盟运动员中7人患病，

问。

室外室内马拉松同步开跑

大学生以“ 剑”会友
第三届“艾鲁特杯”国际大学
生击剑精英巅峰赛， 日前在江苏
省无锡市体育公园举行。 来自美
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32所大
学，120余名大学生参赛。 选手在
为期2天的时间里，以“剑”为桥，
以“剑”会友，进行了全面的交流。
进入第三年的国际大学生击
剑精英巅峰赛， 吸引了包括哈佛
大学、 斯坦福大学、 哥伦比亚大
学、早稻田大学、清华大学、中山
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的学生参
赛。 赛事旨在为国际大学生间建
立体育交流互动的平台， 填补大
学生国际击剑比赛的单一性，提
升大学生击剑竞技水平， 增强国
际青少年之间的沟通桥梁。
据悉， 本次赛事由美国艾鲁
特体育发展交流基金会发起，艾
鲁特国际击剑培训中心承办。
同时， 赛事全程得到中国击
剑协会、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击
剑分会、 江苏省击剑协会的大力
支持。
圭璋摄影报道

顾

宁文/图
“我终于获得了奖牌，也是我长这么大

到扩大知名度成了他们需要共同面对的另

北京参加了此次室内马拉松活动， 常年在

一难题。“异地室内马拉松”成为开放赛事

健身房锻炼的他谈到户外和室内的不同时

门槛、提升赛事影响力的新途径。

说：“我之前虽然没有尝试过马拉松， 但是

得到的第一枚马拉松奖牌，太爽了，好开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 光猪圈健身成为中

有过路跑的经验。 户外和室内两者之间的

啊。 ”刚刚在跑步机上结束迷你马拉松的王

国马拉松首个异地室内分赛区， 突破了传

不同还是有很多的， 比如室外的温度一年

璇在拿到奖牌后说道。 2017中国长治环漳

统马拉松的地域和名额的限制， 创立了在

四季都在变化， 我就曾在温差很大的时候

泽湖生态马拉松赛鸣枪开跑， 有近4000名

健身房跑步机上完成马拉松的尝试。 凭借

到户外跑步，不幸感冒了，因此也更加喜欢

选手汇聚山西上党古城， 在美景中突破自

全国百家健身房的智能跑步机设备、 健身

健身房的恒温环境。 而且健身房周围都是

我。 而作为本次马拉松赛事的一大亮点，则

APP与手环捆绑的优势，打破了以往马拉松

人， 还有音乐， 这种氛围也让我感到很舒

是首次设立了“异地室内马拉松赛”，近千

对参赛时间、地点和人数的限制。 据了解，

服。 ”

名选手在光猪圈健身全国百家门店同步开

当参赛选手在跑步机上完成迷你马或是半

此外， 让周剑锋毫不犹豫地选择在室

跑， 并同样获得由赛事组委会颁发的参赛

马相应的里程，健身APP会显示完赛时间等

内进行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自制力比较

奖牌， 首次通过互联网智能化设备实现了

相关数据信息，经相关认证后，就可获得由

差。 他说：“像今天北京下这么大的雨，外面

马拉松赛事的异地成绩互认。

赛事组委会颁发的专属纪念奖牌。

的路很湿也很滑， 如果是我就不会出来锻

跑马摇号不中 异地线上参加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工作， 为了参加

炼了， 还可以给自己找到很多的理由去说

一场马拉松前后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所

服自己。 但是在健身房就不一样，我会坚持

众所周知， 近年来国内各大马拉松赛

以前期的各项准备和经济成本往往是选手

每周三次的锻炼， 一周的一三五或二四六

事异常火爆，从迷你马、半马到全马，马拉

们最终选择放弃的原因之一。 现在有了这

规律进行。 事实也证明， 从去年七月到现

松已成为跑步爱好者自我挑战的一种象

种室内马拉松的形式， 就不用考虑这个因

在，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坚持了每周两次健

征。 火热的背后，诸如北马、上马等知名赛

素。

身房和一次游泳， 体重也从之前的75公斤

事已不得不通过“摇号中签”的方式来“限
流”，网友还戏称马拉松“中签”犹如在北京

户外室内 我选健身房

到现在的62公斤， 体型上也有了非常明显
的变化。 ”

买车摇号“一票难求”。 而另一方面，一些正

对于在户外跑步还是在跑步机上锻

周剑锋还表示， 这次参加的是迷你马

在创建赛事品牌的马拉松主办方却又受到

炼， 偏向哪种方式很多人有自己的坚持和

拉松， 未来有可能会继续挑战10公里甚至

参赛者们“就近参赛”习惯的影响，如何做

执念。 有着四五年健身经历的周剑锋就在

半马，来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