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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大腰粗怎么减最快
●李斌
一、饭后散步
不要饱饭后立刻坐下来，所以
想要瘦腹部的话那只能在吃饱的
时候尽量走动一下，就算天气不好
下大雨你不能出外面散步的话你
在室内也不要坐着，站一个小时也
比坐着好，你可以找来一张比价高
的桌子，然后上上网看看电影什么
的，一小时一会就过去的！
二、实时自我清肠
身体的垃圾如果得不到排出
就会堆积在肠内，这样小腹也会凸
起。因此，适时的清肠就很有必要
了。清肠不一定要喝减肥茶，只要
科学调整饮食业能达到清肠的效
果。连续三天只喝白粥就是不错
的选择。在这三天除了配少量榨
菜，其他什么都不吃。三天后身体的垃圾和
废物都能排出来，甚至会有一种脱胎换骨的
感觉，连皮肤也会变得有光泽。凸起的小腹
当然就会自动自觉地消失啦。
三、多喝纯净水与健康果汁
每天至少喝 8 杯以上的饮用纯净水和
健康果汁可是一个十分轻松的减肚子方
法。因为水在我们体内起着至关重要的维
系代谢的作用，而鲜榨的健康蔬果汁还可以
给肌肉以及骨骼提供必不可少的维生素。
所以那些整天总是想减肥却又减不下来的

女生们就要注意了，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不爱
喝水或者每天喝的水太少呢？水能够帮我
们带走肠胃里的毒素，毒素清走了，肚子自
然就瘦下来了，
小肚腩不也没有了么？
四、
养只宠物
其实不少美妞都是十分喜欢小动物的
呢。但是，很多美妞就是因为懒所以不会在
家里养上那么一两只小宠物。很多美妞觉
得，养一只宠物既需要喂它吃的，又有帮它
清理屎的尿的，洗澡什么的，实在太累人
了。可是你知道嘛，养一只宠物平均每天比
不养宠物的朋友多消耗 850 卡路里，相当于

想要身心健康的话，其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排毒。
因为每个人的体内都是存
在着一些毒素的，这些各种
各样的毒素会严重的影响
着人们的身体健康。那么如何快速排出
体内毒素呢？接下来为大家一一介绍，供
大家参考。
1. 吃海带
海带属于海产类产品，也是十分天然
的绿色视频。具有降低胆固醇和脂肪的
堆积。更具有舒肝理气的功效，想要身体
排毒功能好，那么肝脏就一定要健康，保
护好肝脏，
才能让毒素快速的排出。
2. 按摩
在吃饭后，
或者是休息时间，
没事的话就
按摩腹部，
可以加速血液的快速循环和流通，
淋巴液的循环也会更加的畅通无阻。让毒素
无法长久的堆积在身体内。毒素一旦长时间
堆积的话，
就会给身体造成各种危害。
3. 运动
运动才能让自己的体能时刻处于健
康的状态，那么健康的养生一定不能够少
了运动。而且人们在运动中，加速汗液的
排出，那么毒素也就会通过汗液及时地从

一份炒饭所含有的热量哦。每
天少了 850 卡路里，长久以往不
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嘛。
五、
六点前吃晚餐
据营养学家和纤体专家所
说，睡前 4 小时不吃任何东西
就不会容易发胖。但是，如果
已经有了小肚腩的美妞，就不
妨将晚餐的时间安排在更早的
时候，晚上 6 点之前可是一个
绝佳的时间。这样一来，能够
让肠胃在睡觉之前有充分的时
间消化、排空胃里的食物，这样
小腹才不会囤积脂肪，也才能
够拥有平坦的小腹。而且大家
要切记，在吃完晚餐之后可千
万不要再吃零食了，好好管住
自己的嘴巴吧。
六、
常做伸展运动
俯卧在地上，双手略微分开与肩同宽，
靠近身体，慢慢抬起上半身，保持这个姿势
10 秒钟。慢慢地进行“仰卧起坐运动→仰
卧提腿运动→站立提腿运动→躯干稳定性
训练”的顺序慢慢地完成，大约需要 20 分
钟。前后 3 分钟分别进行伸展运动，放松肌
肉。燃烧脂肪必须依靠氧气。锻炼过程中
往往会不自觉地屏住呼吸，因此要有意识保
持正常呼吸。

如何快速排出体内毒素

按摩带脉穴可治妇科病
马晴
带脉穴隶属于足少阳胆经，是足少
阳胆经与带脉相交会的点，具体在我们
腰部的侧中线上。如何找准带脉？以肚
脐为中心划一条水平横线，以腋下为起
点划一条竖线，两条线的交点就是带脉
穴。
带脉穴具有治疗多种妇科疾病的功
效，例如经闭、月经不调、白带异常、子宫
内膜炎、附件炎、盆腔炎等，还有一定的
减肥功效。
带脉是带脉穴所在的经脉之一，带
脉的主要功能是“约束诸经”，意思是保
证我们的腰腹和下肢经络气血运行正
常，让全身的经络更加协调和柔顺。中
医认为，腰腹是下焦和女性胞宫所处的
位置，约束诸脉的功效能够固摄这些部
位的元气。如果带脉出问题，中医称之
为“带脉不引”，会诱发妇科病症，包括月
经不调、崩漏、带下等。
按摩方法是：身体放松，最好取站立
姿势，两脚间距略大于肩宽。双手拇指
指腹按压两侧带脉穴，缓慢垂直用力，按
揉结合，使指压力度以深部能够感受到
酸胀感；然后向两侧缓慢扭转腰部，以增
强酸麻胀重和走窜等感觉，持续 1-2 分钟
后逐渐放松，然后再逐渐用力按压。如
此循环持续 8-10 次。每日 1-2 次。
此外，按摩带脉穴还有助于腹部减
肥。不妨试试敲打带脉穴，用空心拳轻
轻敲打，力度适中即可。如果想增加效
果可以扩展为敲击整条带脉。这种方法
是通过促进经络气血运行来帮助甩掉腰
腹部的赘肉。不过，孕产妇不宜使用此
法。

耿亚林
人体内排出。达到健身、养生两不误。
4. 喝蜂蜜水
蜂蜜是最滋补的保健食品，也是纯天
然的健康绿色食品。多和蜂蜜水可以润
滑人体的肠道，促进消化，让肠胃快速的
蠕动之后，达到排便的效果，也瞬间就让
毒素一同排出体外。
5. 断食
一个月进行一到两次的断食，在此期
间内只喝水。选择在周末休息的时间里，
从早晨起床后，就不要吃任何的食物，更
不要涂抹任何的化妆品，让身体内所沉积
的毒素能够排泄感觉，还原一个轻松的身
体。饿的时候，用水来充饥。不过一定要
按照自己的身体体能来选择断食时间，半
天到一天的时间为宜。
6. 多喝绿茶
绿茶富含抗氧化剂，
可以帮助修复受损
细胞。每天喝几杯绿茶保持体内水分，
排出
体内毒素。然而这些都不是绿茶仅有好处，
它还是新陈代谢的助推器，
能有效帮助减肥。

7 招减掉小肚子
魏一辰
很多人对肚子上的肉无可奈何，美国
“MSN 网站”刊登知名胃肠病学家、乔治城
大学医院助理教授罗宾恩·泽坎的建议，
教你通过饮食减掉腹部脂肪。
少吃盐
高盐食物能刺激食欲，从而更多地积
累腹部脂肪。如果觉得味道寡淡，可以用
醋或者一些香辛料来调味。
尽可能回家吃饭
在外吃饭会增加垃圾食品、
高热量食物的
摄入，
如果一定要在外应酬，
饭后可以散步回家。
饿的时候吃零食
饥饿的感觉袭来时，很多人忍着不
吃，这其实并不正确。食欲反弹后，会摄
入更多的高热量食物。不妨在饥饿时吃
点零食，
如水果、酸奶，
能增加饱腹感。
晚餐要早吃
从生理学角度看，
天黑后胃收缩就减少，
晚
饭吃太晚不利胃排空食物，
妨碍进一步消化。
少吃高脂食品

晚饭少吃高脂食品 如肉类、
奶酪、
蛋黄
酱之类，
会影响胃及时排空食物，
不利消化。
高纤维食物要适量
蔬果富含的食物纤维固然有利消化，
预防便秘，但一顿吃太多，也会因纤维的
刺激，导致胃肠不适，
过犹不及。
小口喝水
小口喝水对促进食物消化很有帮助，
大口喝水会冲淡消化液，不利消化。要在
两餐之间喝，
吃饭时喝水影响消化。

三招按摩

让女人乳房变丰满
刘梦婷
现实中拥有一对自然挺拔的乳房是许多女
性的梦想，而生活中不少女性天生胸部就小，
还有一些是因为生育，哺乳使胸部下垂或缩
小。为了让乳房变大，可谓是想尽了办法。那
么乳房怎么变大呢？别急，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几个让乳房变大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三招按摩乳房
（1） 十指张开，将双手分别放在一侧乳房
底部，从底部开始，慢慢地向乳头方向推。或
者，用双手手心分别覆盖一侧乳头，五根手指
按在乳房底部，呈放射状，向乳头方向拉，重
复 30 次以上。
（2） 用双手罩住乳房，以乳头为中心，在
乳房底部按顺时针方向画圆圈。画的时候要稍
微用力，重复 30 次以上。完成以后，再按逆时
针方向画圆圈，重复 30 次以上。
（3） 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这三根手指，
从乳房上方开始，向乳房下方画圆圈，重新回
到乳房上方时不要停，往上推到锁骨处，重复
30 次。
服用维生素
（1） 维生素 C 能防止胸部变形，富含维生
素 C 的食物有香蕉、苹果等。
（2） 维生素 B 群有助于雌激素的合成，富
含维生素 B 群的食物有牛奶、牛肉、豆类等。
（3） 维生素 A 能刺激女性荷尔蒙分泌，富含
维生素A的食物有蛋、牛奶、乳酪、动物肝脏等。
（4） 维生素 E 具有帮助乳腺发育的功能，
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酪梨、花椰菜、核桃、
花生、芝麻油等。

“微运动
微运动”
”减重健骨两不误
袁缨
超重和肥胖取决于总体能量摄入和消耗是否
均衡。在保持健康的同时，还要选择高质量的生
活，在保持均衡饮食、吃动平衡的情况下，适量选
择享用一些美食无可厚非。重要的是做任何事都
适量、
有度，
尤其是要均衡：
膳食均衡、
吃动平衡。
“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吃动平衡走
向健康）”项目日前发起办公室“微运动”，倡导上
班族利用工作间隙进行简单有效的身体锻炼。
职业人群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现在由于缺
乏运动带来的健康问题需要全社会予以关注，因
此项目倡议以“微运动”形式，帮助上班族在有限
的时间和空间里进行有效锻炼。
很多年轻的职业族工龄不长，久坐不动的工
作方式却使骨骼快速趋向老化。锻炼不仅有助
于减肥，还能强健肌肉，保护骨骼健康。造成骨
质疏松的主要原因是激素水平变化、饮食中摄取
的钙和维生素 D 不足、缺乏体育锻炼，以及遗传、
服用影响骨代谢药物、吸烟、酗酒等。肌肉能够
对骨骼、关节起到保护作用，如果这些肌肉力量
减退，支撑身体重量的力量不够，关节负担就会
加重，变得不稳定。
所以要想关节稳固，就要练好关节周围的肌
肉。同时，增加肌肉力量的抗阻力运动可增加年
轻人的骨密度，使中老年人延缓骨量丢失，有利
于骨骼健康，预防骨质疏松，譬如锻炼腹横肌等
核心肌群的平板支撑。
对于那些不经常运动的人，可以从既简单强
度又低的运动做起，将有氧运动与无氧运动结合
起来，比如散步、慢跑、游泳等，可满足肌肉对氧
气的需求，同时配合包括举哑铃、俯卧撑、仰卧起
坐等，控制体重、保护骨骼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