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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七动作消灭“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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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伊丽

减肚腩并不只是单纯追求瘦和美，如果
男性的腰围≥90 厘米，女性的腰围≥85 厘
米，即为腹型肥胖。临床上发现，腹型肥胖
者更容易发生高血压、高血脂以及心脑血管
事件。
变瘦变美势在必行，除了坚持不懈的汗
水浇灌外，有针对性的精准训练也非常重
要。在此为腹部肥胖的减肥者开出了 7 招
“运动处方”，以消灭“救生圈”，重塑“马甲

胸肌男人最闪亮的名片
●耿明义
胸肌是最能表现出一个男人的男子气概
了，如果你讨厌被人嘲笑说台风一来就被刮
走了，那你不妨练下胸肌，快来看看胸肌怎么
练最快。
1.俯卧撑
俯卧撑绝对是第一练胸肌大法，此法极
具爆发力，可迅速破开肌肉组织并使之增强
重生。他唯一的缺陷就是如果练一段时间就
搁置的话，那么胸肌的脂肪量会大大增加，就
是会很软。一百到两百个一天就可以。
2.引体向上
胸肌锻炼即便是在学校小区宿舍也可以
做，对于手臂和胸肌的锻炼帮助都很大。学
校小区单杠就可以，宿舍里直接坐在下铺手
臂上伸到上铺就可以直接做了。这个我以前
可以做 50 个，现在体重上升最多做 30 个。我
看一天做 30 个就可以了。

线”
。
来，
准备一张瑜珈垫，
减肚腩走起。
第一招：
手摸同侧脚踝
曲膝躺在垫上，上身稍稍抬起，保持腹
部肌肉的紧张，以左手摸左脚踝，右手摸右
脚踝。两个动作轮流做。
第二招：
屈肘式仰卧起坐
曲膝躺在垫上，双手置于脑后，始终保
持腹部紧张，左胳膊肘向右膝盖方向伸展，
仰卧起坐，同时右膝向头部抬进。同理，右
胳膊肘对应左膝做仰卧起坐。二个动作轮
流做。
第三招：
伸手式仰卧起坐
曲膝躺在垫上，头稍仰，背上部稍离开
垫子，保持腹部紧张。双手自然置于大腿内
侧。左手心自然贴着左大腿内侧向上，右手
心自然贴着右大腿内侧向上，做仰卧起坐动
作。或双手置于在大腿上向膝盖移动，做仰
卧起坐动作。
第四招：
直角抬腿
平躺，双手置于脑后，右腿向上抬，直到

与身体约成直角，左腿向上抬，直到与身体
约成直角，然后缓慢放下右腿、左腿。重复
动作。
第五招：
抬腿式仰卧起坐
两手自然摊开，与身体成十字，两脚抬
起与身体约成九十度，两手并举，做仰卧起
坐，以手指触摸小腿外侧为一个动作。重复
动作。
第六招：
捂胸式仰卧起坐
平躺，双腿伸直，双手自然交叉于胸前，
抬起上半身做仰卧起坐，幅度不要太大，背
部上半部分离开垫子即可。重复动作。
第七招：
曲伸式仰卧起坐
平躺于垫上，以仰卧起坐为基本姿势，
仰起时两手与垫平衡，伸向两脚小腿肚，同
时双膝屈起，卧下时双腿伸直，整个人平躺
于垫上。重复动作。
注意练习时保持呼吸均匀和一定的节
奏感，不要憋气，动作连贯舒缓，宁慢莫快，
始终保持腹肌紧张，要求动作尽量到位，每
招坚持做 30 个，每天坚持完成才有效果。

每周一次拍腹排毒
拍腹排毒的位置在肚脐两边
脂肪最丰厚，或摁上去有脂肪结
块的地方，用双手手掌连续拍打
10 分 钟 ， 稍 用 力 ， 以 拍 出 红 、
紫、青、黑等不同颜色的淤斑为
度，这是内在寒湿火毒淤滞的表
现。拍完以后马上喝一杯温水，
加速排毒。每周拍打一次，连续
拍打几次后，会发现淤斑逐渐减
少，到最后基本上淤斑不会再
出，这样便是起到作用了。
每天两次敲天枢穴
敲天枢穴(肚脐两旁，旁开三横
指处)可通肠道、排宿便，肠道通，脂
肪不会堆积，顺畅代谢。每天至少
●迷罗
两个时间段去敲打，每次敲打 5～
养生以调节气血、阴阳平衡为主， 10 分钟，
至小腹发热为止。
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两个部位，是冬季
每天揉腹至少 36 圈
养生的重点，
分别是手指和小腹。
小腹是寒气最爱聚集的地方，所
捏揉手指疏通经络
以揉腹很关键，经常以手心的劳宫穴
没 事 的 时 候 可 以 经 常 捏 揉 手 指 (第二、第三掌骨之间偏于第三掌骨，握
头，因为在手指头的两侧，分布着人体 拳屈指时中指尖处)去按摩小腹至发
经络的井穴，
井穴一般是经络的端点。 热，可以补养元气，滋阴潜阳。每天
小腹养生三妙招：
早、中、晚各揉一次小腹，先逆时针，后
小腹是人体的中心，所以对平衡 顺时针，最低以 36 圈起，或 36 圈的倍
气血起着关键的作用。
数，
揉的力度要适中。

常做转动乾坤操 可治颈椎病
●周菌
几个月前，我睡觉时突然感到手指麻
木，但活动活动症状就消失了，我以为是侧
身睡觉身体压住胳膊的缘故，便没太在意。
一天正看书，脖子后面猛地一阵疼痛，到医
院一检查，是颈椎病。医生让我做颈椎保健
操(转动乾坤操)进行治疗，效果不错。下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准备动作 两脚与肩同宽，两臂自然下
垂，
舌顶上颚，
呼吸均匀。
左倒右倾 脸向前，头尽量向左肩头靠，
达到极限时，保持两秒钟；然后，头尽量向右
肩头靠，达到极限时，保持两秒钟。重复二
十次。
左顾右盼 脸向左转，尽量向左后看，达
到极限时，保持两秒钟。然后，脸向右转，尽
量向右后看，达到极限时，保持两秒钟。重
复二十次。
转动乾坤 头自左向右转一圈，然后，再
自右向左转一圈。重复二十次。
我坚持做了一个月，睡觉时手麻的症状
消失了，
又做了十几天，
脖子也不疼了。

每日按揉手指拍小腹
可排毒减肥

办公间隙的

健身小招

●李雪婷

欧式健美操 独特瘦身方法
●陈韶鹏

3.扩胸运动
纯粹的练胸肌运动，效果仅次于俯卧
撑，增长迅速，还有丰胸的效果。缺点就是
练出来的肌肉太软。这个比较轻松，50 个一
组，做四组到五组每天都可以。
4.原地跑
你都不用跑，就在原地挥手抬腿就可以
了。如果嫌懒的话，就只挥手臂就可以了。
类似于扩胸运动，效果要差些。每天“跑”10
分钟就好了。
5.双杠臂曲伸
胸肌锻炼，可以进行双杠臂曲伸，将全
身支撑于双杠上。做曲伸运动。效果很不
错，宿舍里可以双臂立于铺板，双腿抬起，手
臂屈伸运动，感觉效果更明显。30 个一组，
每天两组。
6.挥拳
胸肌怎么练最快，挥拳也是个不错的选
择，只要对着空气挥拳就可以了。效果也很
明显。击打二三百下就好了。我的锻炼方
式虽然可能不太专业，但是它方法简单，占
地小，随时可以锻炼。

现今欧美各国正在盛行一套起源
于古希腊的“瑞典健美操”，这套操
简单易学，行之有效，练后可使肌肉
富有弹性，使人动作灵活和谐，体型
健美。它还可治疗由于长期伏案工作
而出现的腰背酸痛、僵硬和肌肉萎
缩。练习时，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
况，动作可快可慢，次数可多可少，
时间可长可短。只要坚持经常练习，
定能取得理想效果。现将其操练方法
分项介绍如下：
腹部运动
1.席地而坐， 双手体侧撑地，双
腿并拔伸直。先是双腿伸直、抬起，尽
量靠向左肩;然后双腿放回原位，再抬
起，尽量靠向右肩。如此反复练习，不
但锻炼了腹肌，而且可防止腹部脂肪
的堆积。
2.屈膝仰卧，屈肘双手置肩上。
坐起，躺平，如此反复做 20 次，可防止
腹部肌肉松弛，使腹肌富有弹性。对
减少腹部脂肪，
效果显着。
背部运动
1.仰卧，全身伸直。屈左腿，抱左
膝，以前额去触膝盖，然后回至原位。

然后再换右腿。做同样动作，如此反
复做 20 次。此动作可防止或纠正脊椎
变形，并可锻炼下背部肌肉、韧带。
2.跪姿，两手撑地，收腹、弓背、
低头，身体成桥状，腰背肌肉绷紧，然
后再放松。如此反复做 20 次。此练习
能医治背痛，
并可锻炼背部肌肉。
腰部运动
1.直立，两腿伸直，高前弯腰，
双手触地，然后抬起成直立姿势，反
复做 20 次。此动作可使腰部灵活，减
少腰部脂肪，
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2.两腿分立与肩同宽，两臂左右
侧平举，先向左侧弯腰，再向右侧弯
腰，如此反复做 15 次。此动作可锻炼
腰部肌肉，
保持腰部健美。
腿部运动
1.屈膝下蹲，两手触地，左腿离
地侧伸。以右脚为轴，全身旋转 15 次;
然后收拢左腿，右腿离地侧伸，以左脚
为轴，转 15 次。
2.右侧卧，左腿伸直尽量上举，
再放下，反复做 20 次，然后左侧卧，
举右腿。此动作可锻炼大腿内侧肌
肉，
通常在腿内侧肌肉最易松弛。

上班族一天最少有 8 个小时都呆在办公
室，下班之后有时也难抽出时间运动。工作
间隙，可以试试做一些小运动来舒展筋骨。
拉背动作
步骤：取一把稳固的椅子，将双手扶住椅
背上方。双脚慢慢往后退，直到背部可以打
直约与椅背等高，此时的颈、背、臀尽量呈一
直线，并与双脚呈 90 度，先深吸一口气感觉脊
椎延伸开来。吐气，同时将臀部往后上方推，
感觉有力量在后端将身体往后拉，同时胸部
感觉放松下沉，双腿后方尽量打直，可伸展双
腿后侧，停留 5~10 秒。
功效：拉背动作可伸展到手臂、后颈部、
背部到臀部及双腿后侧，为全身性综合伸展
动作，更可舒缓紧绷背部。
延展腿后侧
步骤：左腿用力抬至最高，脚板向内勾，
双脚打直夹角约呈 90 度。深吸气，双手向前
延伸，将背部及脊椎延展开来。吐气，上身前
弯下趴，停留 5~10 秒，可伸展左腿后侧筋络，
换右腿重复此动作。
功效：此动作有助疏解长时间久坐腿部
不适感，特别针对肿胀双腿，帮助延展腿部后
侧筋络、臀部后侧。
抬脚
步骤：抬头挺胸坐在椅子上，双手抓住椅
子支撑身体。慢慢将右小腿抬起伸直，与地
面平行保持 5 秒，然后慢慢将小腿放下。双腿
交替重复 5 次。
功效：可以起到拉长腿部线条，瘦小腿的
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