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到了中年以后， 身体内的

各个机能开始下降， 患上疾病的

风险相对会增加许多， 男性身上

会比较明显一点。 上饶市人民医

院预防保健科杨慧医生告诉记

者，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不

少的男性开始想办法提升身体的

素质，于是便开始运动，其中做俯

卧撑的就比较多。 可有不少人会

觉得俯卧撑这项运动强度比较

大， 都会很排斥。 那么中年的男

性，每天坚持做俯卧撑，到底好不

好呢？ 其实，对于好不好的问题，

也是要因人而异的， 有些人坚持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身体确实收

获了很多的好处。

经常做俯卧撑有哪些好处？

1

、 肚子上的赘肉少很多：不

少的男性因为平时不注意饮食，

加上没有运动的习惯， 年纪轻轻

的就开始出现了大肚腩， 不及时

减掉，患上三高的风险会增加。如

果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每天都

能坚持做做俯卧撑， 是可以起到

锻炼腹部肌肉的效果， 坚持一段

时间之后， 肚子上的赘肉可能会

慢慢地减少。

2

、 心肺功能变得更加强大：

对于中年的男性朋友来说， 其实

心肺功能已经没有那么强大了，

平时就算不做什么运动， 都会有

气喘的情况出现。 可当你坚持一

段时间的俯卧撑之后， 吸氧量开

始增加， 心肌的收缩能力也得到

了加强， 心肺功能明显比之前好

很多。

3

、身体状态变得更好：在做

这项运动的时候， 身体的代谢和

循环都得到了锻炼， 细胞的活性

也被增强， 此时可以更好地清除

体内不好的物质， 对于延缓衰老

有很好的帮助。

4

、关节变得更加灵活：过了

中年以后 ， 身体内的营养物质

流失的很快 ，尤其是钙物质 ，流

失的过多 ， 可能还会引起骨质

疏松的问题 。 男性平时如果能

够坚持做点俯卧撑 ， 可以起到

活动关节的效果 ， 关节变得更

加灵活 ， 对于预防骨质疏松会

有很好的帮助。 所以说，男性如

果坚持每天做点俯卧撑 ， 其实

对身体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大

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每次做多少个比较好？

如果做过的人应该都知道，

这项运动看似简单， 但其实做起

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曾经做过相

关的调查，如果男性已经过了

40

岁，每次能够做

20

个以上，就已

经非常不错了。如果能够做

40

个

左右， 说明体质与年轻人差不了

多少，是比较健康的标准。

因此，过了中年的男性，每次

可以坚持做

40

个，不过这仅仅只

是一个数字， 还是要根据个人的

体质来看，如果一味地强求个数，

给身体也会带来负担。 虽说做俯

卧撑确实能给身体带来很多好

处，但在做的时候，最好能够避开

睡觉之前、空腹和吃饱之后。这两

个阶段是身体比较脆弱的时候，

如果坚持做的话， 容易使人出现

失眠，引起肠胃不适的情况，反而

伤身。

总之， 男性朋友平时如果坚

持做一做俯卧撑， 相信可以收获

很多的好处，不过在做的时候，有

些注意事项也要知道， 时间上的

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另外，还要注

意的是，并不是做的越多就越好，

要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做，

这样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本报记者 桂颖辉 文

/

图）

中老年人常吃 4种食物 有利血管养护

经常腰痛是怎么回事 ？

三伏天的

6

个注意事项

1

、三伏天之冬病夏治：由于三伏天

是全年中天气最热、气温最高、阳气最

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的肌肤腠理

开泄，选取穴位敷贴，药物最容易由皮

肤渗入穴位经络，能通过经络气血直达

病处，所以在夏季治疗冬病，往往可以

达到最好的效果。

2

、三伏天之三伏灸：三伏灸，祖国

医学的瑰宝。三伏灸是我国传统医学中

最具特色的伏天保健疗法，与现代预防

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祖国医学早在千

百年前就提倡“ 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疗

法，是世界上最早的预防医学

,

“ 冬病夏

治”的“ 三伏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方法。 三伏灸共

9

次，伏前或者伏后

1

次，头伏

2

次，中伏

4

次，末伏

2

次。

3

、三伏天之伏天进补：民间有“ 头

伏鸡，二伏狗，三伏甲鱼红枣肚”。 三伏

进补养生， 一定要把握伏天的特点：温

度高，湿度大，白昼时间长，人相对睡眠

时间少。 进补应结合个人实际情况，分

清虚实、对症补益，最好在医生指导下

进行， 若随意进补可能会加重人体损

耗、火上浇油。

4

、三伏天之防中暑：三伏天最易发

生的疾病就是中暑。据中医药康博会调

查和介绍，除了暴晒高温的室外环境会

导致人中暑外，闷热潮湿的室内也是多

发地。另外，中暑与个人体质、营养状况

等都有关联，三伏天应保持室内通风顺

畅、散发湿气，合理安排出行。

5

、三伏天之勿贪凉：中医药健康知

识讲座指出，夏天人体阳气最重，中医

养生讲究的原则之一就是顺应自然规

律，夏季切勿贪凉，用冷饮解暑降温，食

用凉菜未尝不可，但不知节制则对身体

有害无益。

6

、三伏天之多补水：补水养生是三伏

天的重中之重。 三伏天稍动就大量出汗，

继而产生强烈的口渴感， 按出汗量饮水，

不能等到口渴才想到喝水， 而要定时喝

水，白开水、茶水等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三伏天饮食应该注意啥？

1

、应注意少糖：三伏天的时候，吃

一些甜品， 点一杯饮料是很多人的选

择。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三伏天如

果吃糖太多的话，是会引发一系列身体

疾病。 像是痱子、高血糖等疾病。 所以

说，三伏天饮食

,

一定要注意少糖。

2

、应注意补气去火：三伏天除了给

我们带来了炎热之外，还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的火气。所以很多人在三伏天的时

候，都会出现很多的上火症状。 这些上

火的症状除了身体上的之外，还有情绪

上的，所以说，三伏天的时候，饮食一定

要注意补气去火。那么补气去火的食物

都有哪些呢？其实，苦瓜、西红柿、牛奶、

鸭肉等食物，都是很不错的补气去火的

食物，大家可适当的选择。

3

、应注意祛除湿气：三伏天的时候，

天气闷热潮湿，人体很容易被湿气侵蚀。

所以说，在三伏天期间，饮食一定要注意

排出湿气。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食

物可以帮助人体排出湿气呢？ 其实，我们

常见的很多可以帮助身体排湿的食物是

有很多的，像是薏米、红豆、绿豆等食物，

都是很不错的排湿食物。

4

、应多食甘凉：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暑

湿最重的一段时间，所以说这段时间的饮

食，应该以清淡为主，这样不仅能够帮助

调理身体，还可以帮助身体排出湿热。

5

、应多食生姜：俗话说：“ 冬吃萝卜

夏吃姜。 ”姜具有温补的作用，三伏天可

以多吃点姜，补补阳气。生姜性辛温，有

散寒发汗、化痰止咳、和胃、止呕等各种

功效。三伏天喝姜茶的最佳时机也来到

了。 生姜

4

片，大枣

4

枚，红糖适量，同

放入杯中沸水冲泡，一杯温胃散寒的姜

枣茶就沏好了。喝姜茶是一种简便易行

的保健方法， 现在也似乎越来越流行。

姜茶一年四季都可以喝，但是夏天是最

适宜喝姜茶的季节。

三伏天的

9

项禁忌

一忌不开窗通风：三伏天不少人怕

热，躲在室内吹空调。 其实，潮湿闷热、

通风差的室内易引发中暑，而且使用空

调不开窗换气，空气质量会变差，反而

致病。 建议每天开窗通风

2

次以上，每

次

15-30

分钟。

二忌只吃果蔬： 三伏天身体出汗

多、消耗大，易疲劳、没胃口，不少人选

择吃点果蔬了事。吃不好，营养不够，免

疫力降低，就可能导致疾病。天再热，饮

食搭配也不能少。多吃点富含钾的蔬菜

水果 ，如香蕉 、香瓜 、西红柿 、南瓜 、豆

类、土豆及芹菜等；菜汤、肉汤、鱼汤、蛋

汤等，餐前少量饮用还能增加食欲。

三忌冷风对着吹：空调冷风，颈椎

对着空调吹，使颈背部肌肉受寒，造成

颈部持续痉挛、后背酸痛等。 室内空调

温度不要低于

26℃

，肩背部不要直对着

空调，或者搭个披肩。

四忌冷饮不离手：冰淇淋、冷饮适当

吃解暑，大量吃会伤身。 长期过量的冷食

物进入胃，会使胃黏膜下血管收缩，粘膜

层变薄，出现粘膜水肿和糜烂。 且夏季人

体新陈代谢快，血管处在扩张状态，突然

食用冷饮，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引起血压

波动，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

五忌直接冲冷水：老年人在炎热的

夏季不能用冷水洗澡，人体经过冷水的

刺激，会产生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肌肉

收缩、 精神紧张等一系列刺激反应，对

心脏、血压产生不利影响。

六忌整天不出汗：养生要适应大自

然的规律，该出汗时就出汗，因为出汗

既能排走体内毒素，又能调节体温。 傍

晚出门走一走，微微出汗对身体好。

七忌饮料代替水：夏天饮料是不

能代替水的。因为此时人体的排汗量和

水分蒸发量都大大增加，如果只喝饮料

不喝水，尿液中的代谢物质不能很好稀

释，晶体沉积，很容易会形成结石。而且

长期摄入含糖饮料，容易变胖。建议：每

天喝够

1200ml

以上水，饮料适度。

八忌中午不休息：三伏时节应晚睡

早起，但晚睡不是熬夜，也最好在

24

点

前。因天气炎热，睡眠会受到一定影响，

建议有条件最好睡个午觉，也能有效预

防冠心病、心梗等心脏疾病的发生。 午

睡以

15-30

分钟为宜，午睡后可以轻微

活动，喝一杯水，以稀释血液黏稠度。

九忌情绪激动：炎炎夏日，人难免

会心浮气躁，但激动情绪伤身体。 比如

生气时，血压会上升，我们的脸会涨红。

血管以及心脏部位所承受的压力比正

常情况下高出

3

倍以上。 过分激动，对

心脏也是有伤害的。

（本报记者 桂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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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经常打赤脚危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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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养生需要注意啥？

专家：谨记9 个禁忌

不知不觉中，已

经进入了三伏天，这

个天气是一年中最热

的时候， 很多人会被

炎热的气候所烦恼，

精神不济、四肢乏力、

食欲不振、 做事效率

低， 这个时候我们就

更要注意养生方面的

问题。 那么三伏天应

该怎么注意养生呢？

不妨听听上饶市人民

医院中医科孙亚平主

任医生的介绍。

中年人每天坚持做俯卧撑有啥好处？

夏天的时候在家里打赤脚，

是很舒适的，虽然这样做觉得很

舒服， 但是对健康却非常不利。

那么夏季经常打赤脚有什么危

害呢？ 下面由上饶市立医院中医

科主治医生熊贞良为大家做详

细介绍。

1

、容易受凉：经常打赤脚在

家里走来走去， 很容易导致双脚

受凉。因为双脚的脂肪层很薄，而

且保温效果比较差， 加上该部位

远离心脏器官， 血液循环速度比

较慢。 所以双脚脚掌的皮肤温度

非常低，在瓷砖上走来走去，很容

易导致双脚受寒。双脚受凉之后，

很容易导致皮肤的毛细血管出现

收缩，致使身体的抵抗力下降。而

夏季天热闷热雨水又多， 很容易

形成闷热潮湿的环境， 这样的环

境很容易滋生病菌。 一旦病菌侵

入身体，就会引起多种疾病，比如

说热伤风。其中，下雨天还打赤脚

的人们， 更容易受凉， 导致腰腿

疼、胃疼等不适。要是处于月经期

这样做，还会导致痛经，让女人们

整个月经期都痛苦不堪。

2

、容易造成外伤感染：打赤

脚的时候，双脚没有鞋子的保护，

会导致脚部的皮肤暴露在外面。

夏季的时候蚊虫多， 赤脚走路的

时候，很容易被蚊虫叮咬。瘙痒难

忍时，就会抓挠皮肤，一旦皮肤抓

烂了，没有及时清洗双脚，则容易

诱发感染。

3

、诱发皮肤癌：生活中一些

人外出的时候， 也喜欢打赤脚走

路。比如说在海滩玩耍的时候，就

喜欢脱掉鞋子， 在沙滩中来回走

路。 虽然说打赤脚踩着沙子很舒

服，但是不能经常这样做。这是因

为打赤脚会导致脚面暴露在阳光

下， 很容易被阳光中的紫外线刺

激，导致脚面皮肤细胞被破坏。因

此，皮肤也会慢慢变粗糙，甚至失

去弹性， 同时皮肤抵抗力也会下

降。长期如此，容易发生皮肤癌变

的可能性。

（本报记者 桂颖辉 文

/

图）

腰是人体的重要部位之一 ，然而在生活中腰疼十

分普遍 ，老年人 、上班族 ，甚至一些学生也动不动就喊

“ 腰痛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门诊主任叶夷芬告诉记

者 ，据统计 ，

80%

的人一生中都会有腰痛的经历 ，部分

患者腰痛会反复发作 ，严重影响生活 、学习 、工作 。 引

起腰痛的原因比较复杂 ，而且很多疾病的发生与腰痛

有关系 ，所以对于腰痛的症状我们不能忽视 ，无论腰

痛程度是否严重都要找到原因 ，对症治疗 ，效果才会

更好 。

不同性别导致腰痛疾病的种类不同

男性一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腰部的活动量较

大，当负荷过大、姿势不当、保护欠缺时，就可能造成腰

骶部软组织及骨与关节损伤，因此，男性的腰痛以损伤

因素为主。

女性由于生理特点而产生一些女性特有的疾病 ，

如子宫体炎 、附件炎 、子宫后倾 、子宫脱垂 、盆腔肿瘤

等，这些疾病均可引起腰痛。 此外，月经期可致腰痛；怀

孕期由于腰椎负荷加大而导致腰痛 ； 产后由于内分泌

的改变，致使关节囊、韧带松弛，也可导致腰痛。

不同年龄导致腰痛疾病的种类不同

少儿或青少年导致腰痛的常见原因， 主要是先天性

畸形，如隐性脊柱裂、移行脊椎等；姿势性的疾病，如腰椎

侧弯等；炎症性的疾病，如腰椎结核等。

青壮年引起腰痛的常见原因，主要是损伤性的疾病，

如腰肌劳损、腰扭伤、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压缩性骨折

等。 此外，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如强直性脊柱炎等也是

导致青壮年腰痛的比较常见的原因。

中老年引起腰痛的常见原因，主要是退行性改变，如

腰椎增生性脊柱炎、腰椎管狭窄症、骨质疏松症等，其次

可能是腰骶部的各种肿瘤。

不同职业导致腰痛疾病的种类不同

体力劳动者，尤以重体力劳动者、运动员等引起下腰

痛的原因，主要是损伤性的疾病。

长期在空调、潮湿、寒冷环境下工作者，易患腰背部

筋膜纤维组织炎。

脑力劳动者由于缺乏锻炼，腰背部肌肉力量薄弱，极

易发生腰肌劳损及腰扭伤。

腰痛预防方法：

1

、保持正确的坐姿，避免长期固定某

一个姿势，避免久坐、久站，定时起身活动一下腰部；

2

、掌

握正确搬物姿势：抬重物时先下蹲，然后双臂握紧重物后

起立，再移动双腿搬运到指定地点，再下蹲放下重物。 避

免频繁搬重物；

3

、适当肌肉锻炼，倒走、游泳、腰椎康复锻

炼操等运动是非常合适的康复和预防方法；

4

、 中老年人

预防腰痛，要重视骨质疏松的防治。

（本报记者 桂颖辉）

人到了

40

岁，血管便开始退化，各种血管疾病也就

慢慢找上门来了，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等。 上饶市妇幼保

健院中医科主任何舰告诉记者，事实上，大部分血管疾病

都是平时不注重饮食导致的，因而想要改善血管病症，在

积极治疗的同时还可以从饮食方面进行调养， 以下这些

食物都对养护血管有帮助，一起来了解下。

1

、玉米：玉米里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

85%

，其含的

亚油酸和油酸可分解掉体内过多的胆固醇， 加快新陈代

谢的优点。 其次，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镁等营养

素，可以延缓血管细胞老化。 除了可食用的部分，玉米须

对心脑血管病患也是十分好的，将其晒干后用以泡水，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高血压，帮助稳定血压。

2

、海带：作为蔬菜里营养价值排前三的海带，它含有

的多纤维质和棕榈油等成分有助于清除血管垃圾， 提高

血管的通畅度，保持血管的弹性。 有数据显示，含有脂肪

酸和氨基酸的食品可以起到预防心血管病的作用， 而海

带中就含有这种成分。

3

、大蒜：大蒜中含有丰富的大蒜素等营养素，这些物

质可以有效清除体内垃圾，发挥活血化瘀作用，帮助疏通

不通的血管。 大蒜的味道略微辛辣，若是觉得大蒜味重，

可用醋浸泡大蒜后再食之，如此不仅能减少大蒜的辣味，

还能提高养护血管的功能。 而且醋本身对血管也有好处，

因此吃醋泡大蒜会比单纯吃大蒜的效果好些。

4

、洋葱：洋葱含有丰富的前列腺素

A

，可以防止血液

变稠，减少血管压力，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对

高血压的治疗以及缓解动脉粥样硬化有一定的辅助作

用，同时还可以达到提神、缓解压力的效果，日常生活中

经常食用还可以用于预防感冒。 除此外，洋葱还有助于去

除体内的自由基，有效提高新陈代谢能力，防止衰老、预

防骨质疏松症。

以上这几种食物对养护血管都有一定的帮助， 大家

在生活中不妨适量食用。 不得不说，血管的健康真的很重

要，人体靠血管运输各种养分，如果血管出现了问题，对

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上述

4

种食物

对血管有益处，但如果已身患血管疾病，还是得以对症治

疗，食物只能起到一定的调养作用。

（唐亚婧 本报记者 桂颖辉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