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坚持健走好处多 ■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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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鲫鱼和豆腐的钙含量都相当
高 ， 前者将近 100毫克/100克 ，
后者为138毫克/100克 。 鲫鱼中
丰富的维生素D具有一定的生物
活性， 能促进人体对钙元素的吸
收。 鲫鱼中含有较多不饱和脂肪
酸 ， 豆腐中含有大量大豆异黄
酮， 两者都有降低胆固醇作用，
一起吃对预防冠心病和脑中风很
有帮助。

红灯

鲫鱼的最佳搭档：豆腐

教教您您一一招招应应对对

药品和医疗器械与百姓生活
息息相关， 为坚决把好零售药店
疫情防控关口， 丰台区市场监管
局科所联动， 积极采取一系列措
施， 提高药店疫情防控水平， 强
化药店对重点药品、 医疗器械的
管控。

建制度 要求药店落实 “三
项核实” 制度。 即： 在登记重点
药品顾客登记表时， 一是核实顾
客真实姓名， 二是核实顾客具体
住址， 三是核实顾客手机号码。
确保登记的顾客信息真实 、 准
确。

重检查 执法人员落实药店
“六查” 检查要点， 即： 一查扫
码测温执行情况， 二查退热止咳
类药品实名制登记情况， 三查执
业药师在岗情况， 四查药品进货
票据， 五查药品冷藏柜温度， 六
查保健食品专区放置情况。 严格
填写现场笔录， 确保辖区内药店
全覆盖检查。

强宣传 向辖区内药店发放
《药店购药提示》 和 《药店从业

人员提示》 海报， 并指导各药店
在醒目位置张贴。 确保药店从业
人员和顾客都能落实疫情防控相
关要求。

下一步，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将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严
格督促各药店落实疫情防控主体
责任， 加强对特殊药品的管控。
同时， 将对疫情防控不到位的药
店， 依法予以约谈或者处罚， 以
最严格的标准落实好药店的监督

管理工作 ，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
“药箱子”。

（刘硕）

对于男性来说， 锌是一种非
常重要的营养素。 它是雄性激素
合成的必需品， 也负担着保护前
列腺的重任 。 精液里含有大量
锌， 因此男性丢失的锌元素也要
多于女性。如果体内锌不足，就会
影响精子的数量与品质。 男性平
时可以适当多吃些瘦肉、坚果、牡
蛎、虾等富含锌元素的食物。

多吃含锌食物养出好精子

早上喝咖啡可能让你更疲惫

晨起一杯淡盐水并不养生

为了打起精神， 有些人会在
早上点杯咖啡提神， 但这反而可
能加重疲惫。 首先， 过量摄入咖
啡后， 新陈代谢猛烈加速， 会使
人昏昏欲睡。 其次， 人体在清晨
时已经几小时没有补充水分， 咖
啡因的脱水作用会加速身体的
“干渴 ” 症状 ， 使人失去活力 。
因此早上喝咖啡一定要适量， 并
且需要及时补充白开水。

刚起床时， 人体血液处于浓
缩状态， 摄入淡盐水可能会进一
步提高血液浓度 ， 导致身体不
适； 另外， 很多人盐摄入量本来
就超标， 再喝淡盐水， 反而会觉
得口干舌燥。有高血压、心脑血管
疾病、肾功能异常的人，更不要将
淡盐水作为起床后的第一杯水。
因为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
个高峰， 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

多举措筑牢药店疫情防线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诚然，生命在于健康，健康在
于运动，但运动更在于科学。如果
走的不对，反而会增加滑膜炎、关
节腔积液，甚至骨折的风险。

因此， 只有科学健走才能发
挥最大的健康效益， 又能避免不
必要的损伤。 这就需要我们学会
正确的健走姿势， 采用适宜您的
健走强度， 科学健走。

健走的科学性体现在健走姿
势和健走强度两个方面。

健走姿势

健走姿势的基本要领有16个

字： “身体直立、 曲臂摆动、 中
轴扭转、 合理步幅”。

身体直立 指头顶百会穴上
提， 保持耳朵、 肩峰、 股骨大转
子在一条直线上。 简单点说， 就
是在自然行走的基础上， 抬头挺
胸、 腰背挺直、 颈肩放松、 轻轻
收腹、 下颌微微内收、 双眼平视
前方。

曲臂摆动 双手放松如握空
拳， 肘部自然弯曲90°； 双臂以
肩为轴， 前后自然摆动； 摆动手
向上摆时不超过肩， 向下摆动时
不超过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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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逢逢佳佳节节胖胖三三斤斤？？

走路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
情。 而 “健走” 也是近年来非常
高频的一个维护健康的词汇。 但
是， 健走并不是平常的走路， 而
是介于散步和竞走之间的一种有
氧健身运动。

研究表明， 健走可以消耗更
多卡路里， 促进身体燃脂。 别小
看健走这项运动 ， 对于体重肥
胖， 平时缺乏锻炼的人来说， 每
天1小时健走， 提高步频， 让身
体微微发汗， 可以消耗350大卡
左右的热量， 你身上的赘肉也会
慢慢减掉。

健走可以提高下肢力量， 强
健双腿。 平时久坐不锻炼， 会抑
制下肢血液循环 ， 加速肌肉流

失， 关节也会逐渐硬化。 而每天
保持1小时健走可以激活腿部肌
群， 强化膝盖关节， 提高身体的
灵活性， 减缓双腿衰老， 保持矫
健的双腿。

走掉三高疾病 。 健 走 可 以
帮你提高血管弹性 ， 清除血管
中的血脂、 胆固醇、 毒素垃圾，
让身体更加健康， 降低心血管疾
病， 对于改善三高疾病具有很好
的作用。

健走可以促进多巴胺分泌。
健走的过程中， 身体会释放愉悦
因子， 也就是多巴胺， 急躁、 抑
郁、 负面情绪也会逐渐排解， 你
的心情也会变得开心乐观起来，
抗压力也会得到提升。

欢快的春节假期结束了， 节日期间生活习惯难免 “肆
无忌惮”， 很多人都中了 “每逢佳节胖三斤” 这个魔咒，
北京市疾控中心慢病所提醒， 只要学习一个生活中的小习
惯， 我们就有了和 “胖三斤” 对抗的武器， 而且还能精神
饱满、 能量满格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中。

■ 科学健走有讲究 ■

中轴扭转 伴随着摆臂， 躯
干以身体中线为轴自然扭转。 中
轴扭转的目的是加强腰部的锻
炼、 减小腰臀比。

合理步幅 迈 步 时 脚 后 跟
先着地， 逐步过渡到脚尖； 脚尖
朝前， 大腿肌群主动发力带动小
腿跟上 。 比较合理的步幅=身
高×0.45。 比如说：身高 1.6米的
人 ， 步幅最好在 72厘米 ； 身高
1.7米的人， 步幅最好在77厘米。

大步走的益处有两个： 一是
步子迈大以后， 腰部的扭转程度
就会加大， 进而会更好地锻炼腰
腹部 ； 二是大步走可以使下肢
70%的肌肉都调动起来， 这样锻
炼强度就增强了， 能够燃烧更多
脂肪 ， 还能促进下肢血液的循
环， 提高机体代谢能力。

健走强度

健走速度 不经常运动或体
力稍差的人 ， 可以根据自身情
况， 走得稍慢一些， 步频最好能
够达到80-100步/分钟， 等身体
适应后逐渐提高健走速度； 对于
身体能力比较好的人， 为达到更
好的锻炼效果， 可以走得稍快一
些 ， 也就是说步频控制在110-
130步/分钟左右。

健走强度 以您的主观判断
为准， 如果健走时心跳加快、 呼
吸有点喘 、 微微出汗 ， 不能唱
歌， 但还能和同伴聊天， 那对您
而言就是适宜的中等强度了。

健走总量 每天健走总量在
10000-15000步， 过多的话反而
容易出现损伤。

健走时间 如果利用碎片时
间健走， 每次健走时间应至少在
10分钟， 才能达到锻炼效果。 一
天当中， 如果能有一次性持续健
走达到30-60分钟， 将更有利于
提升您的心肺功能 ， 并消耗脂

肪。
除了健走姿势的正确性和

健走强度的把握， 还要注重健
走前的热身和健走后的拉伸。 在
健走前， 一定要进行热身准备，
这样可以很好地提高机体的兴
奋性、 降低肌肉的粘滞性、 提高
关节的灵活性， 最大限度地预防
运动损伤， 尤其是慢性损伤； 在
健走结束后进行身体的拉伸， 可
以使身体的肌肉、 韧带、 神经得
到放松， 增强身体的柔韧性， 降
低肌肉的硬度， 有助于缓解运动
疲劳。

所以， 从今天起， 采用正确
的姿势， 适合您自己的强度， 摆
开双臂， 开始科学的健走吧！ 在
疫情防控期间， 建议您选择空旷
的地方进行运动。 只要坚持， 胖
了的3斤 ， 很快就可以被减掉 ；
只要坚持， 下一个佳节就可以破
除 “胖三斤” 的魔咒了！

节节后后肥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