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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健身才靠谱？哪种项目更适合？如何制订健身
计划？在全民健身热潮渐涨之时，科学健身的需求日益
增长。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全民健身指南》（下称
《指南》）。这份《指南》由我国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者和
全民健身研究专家共同研制而成，以中国居民参加健身
活动大数据为支撑，以期成为服务全民科学健身、提高
国民健康水平的标杆性指导读物。

运动原则记住“三二一”

科学健身，把握大方向很重要。《指南》 建议，以
“三二一”的运动原则规划运动健身：三种运动方式、
二种运动强度和每天运动一小时。

其中，有氧运动、力量练习和牵拉练习，是一次完
整健身不可缺少的3个部分，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或大
强度为主。

有氧运动是最基本的体育活动方式。日常的健步
走、慢跑、登山、游泳等运动都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
动，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减轻体重、调节血压、改善血
脂。由于节奏平稳，有氧运动尤其适合中老年人。

力量练习包括器械性练习以及俯卧撑、原地纵跳、
仰卧起坐等非器械练习方式，可以提高肌肉力量、增加
肌肉体积、发展肌肉耐力，促进骨骼发育和骨健康。对
于青少年，可以明显改善自身体质；对于成年人，力量
练习应随年龄增长逐年增加；对于老年人，可以提高平
衡能力。

牵拉练习可以增加关节的活动幅度，提高运动技
能，减少运动损伤。初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人，应以静
力性牵拉练习为主，随着柔韧能力的提高，逐渐增加动
力性牵拉练习内容。

不同年龄各有侧重点

对于不同年龄段人群来说，应该如何选择健身项
目、强度和时间？

《指南》 中介绍，青少年参与运动健身应掌握 1 种
以上的运动技能，并采取多种运动方式交替进行。如有
氧的慢跑、快跑、网球、足球，力量练习的俯卧撑、引
体向上等，做到有氧运动天天做、大强度运动必须做、
力量练习隔日做、牵拉运动前后做。

成年人健身的强度则应相对减弱，按照 “有氧运
动天天做，大强度运动选择做，每周 2-3天力量练习，
牵拉运动前后做” 的要求，以有氧运动为基础，同时
兼顾力量牵拉练习。快走、慢跑、骑车以及深蹲卧推等
都是适合成年人的运动方式。

老年人运动健身的目标主要是延缓衰老，调节心
理。因此除了太极拳、柔力球等中华传统项目以及半
蹲、仰卧卷曲等轻度的有氧、力量练习外，老年人还应
增加平衡练习以预防摔倒，如一字站立平衡、平衡移动
等，同时也要注意进行一些牵拉练习。

“三高”人群的“运动处方”

对于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等“三高”人群以
及肥胖、骨质疏松等群体来说，“运动处方”不可或

缺。不过，这类人群健身尤为需要“适可而止”“对症
下药”。《指南》 建议，“三高”人群应选择全身主要肌
群参与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快走是调控血压最好的运动方式。《指南》 中提
到，高血压患者如果安静时血压超过 180/110mmHg，
应先用药物控制血压，经医生同意后再进行运动。运动
时应避免憋气用力，以免血压突然升高。

高血脂人群可选择游泳、蹬车或走跑交替等运动项
目。每周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超过150分钟对降低血脂有
效，每周运动300分钟效果更好。同时要注意增加日常
活动量，尽量少开车、多步行，少坐电梯、多走楼梯。

糖尿病人群除快走、蹬车外，在身体机能状态好可
进行跑步等大强度有氧运动。

对肥胖、超重人群而言，长时间走路是最好的减肥
方式。如果体重过大，可以先做蹬车、游泳等非体重支
撑运动。不过，若要防控骨质疏松，快走、慢跑等需要
体重支撑的有氧运动方式效果更好。相反，骨质疏松患
者就不适合进行游泳等运动了。

针对训练只需照着做

针对不同需求的健身人群，《指南》 也进行了细
分，以便健身者“速查”。

例如，若要增强体质，可以选择能够长期坚持的运
动方式，如球类和有氧运动等；想要调节心理状态，可
以选择娱乐性的球类运动和太极拳、气功等运动项目；
要想增加肌肉力量，就要根据自身健身需求和健身条
件，选择器械性或非器械性力量练习，大负荷、少重复
次数的力量练习发展肌肉力量；小负荷，多次重复的力
量练习发展肌肉耐力。

对身体机能而言，各种牵拉练习，有氧健身操、瑜
伽、健身气功等有助于柔韧性的提高；各种专门的平衡
训练方法，如座位平衡能力练习、站位平衡能力练习
等，有助于提高平衡能力；各种球类运动，则可以提高
健身者的反应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指南》 只有不到 100 页内
容，但后台储备量大，共有127个标准动作视频，由武
大靖、马龙、傅园慧等奥运冠军亲自上阵，做示范动
作。健身者只需手机扫一扫，便可直接观看学习。

他练起拳术静若伏虎，她舞起宝剑动若飞龙，一
招一式，既稳健又潇洒。这不是武侠小说中的情景，
而是“武林”中一群后起之秀奉献的精彩画面。

近日，由中国武术协会、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
市西城区体育局主办的“《武魂·太极》杯”第三届中
国太极好少年大赛总决赛在北京举行。经过两个多月
的选拔，来自全国12个省市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
的148名选手齐聚京华，参加总决赛。

小小“武侠”诠释国粹

比赛中，年轻的“武林中人”身着太极服，练起
太极来一板一眼，完美诠释了国粹的刚柔并济。虽然
是太极运动的新秀，但少年们在赛场上毫不胆怯。太
极拳等拳种组别的参赛者，每一次推手、转步、出拳
都清晰到位；器械组别的参赛者，扎、砍、劈等套路
更是吸引眼球，活脱脱是从武侠小说走出来的人物。

其实，太极少年们的交流并不限于武术切磋。作
为一名“太极好少年”，不但要“斗勇”，更要“斗
智”，做到文武双修。本次比赛，国学考试也是其中的
一部分。参赛者除了要回答跟武术有关的问题外，还
要知晓中华传统文化知识。

“什么是太极好少年？简而言之 4 个字：文武双
修。”此次赛事创办人、《武魂·太极》主编翟越说，国
学与国术从文武两个方面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
础。文武双修，更重要的是学习中国文化对宇宙和世
界独有的认识和思考。

来自成都的伍彦熹从第一届比赛就开始参赛，并
获得过两次金奖。“前两届她还是单独参赛，这次我们
已经组成一支队伍了。不为名利和功夫高低，就是来
交朋友，太极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伍彦熹的妈
妈说。

北京市武协杨式太极拳研究会副会长白淑萍每年
都带队参赛，她说：“希望少年们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学好练好武德拳术，养成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自强
不息、谦逊宽容、认真上进的优良品质，继承古老的
中华太极文化。”

香港新秀切磋交流

武林大赛总能吸引各路武林中人出席，今年的太
极好少年比赛迎来了5名香港的武坛新秀。在赛场上，
他们与内地的太极少年交流切磋，好不热闹。

香港队领队夏雪曾在多项太极锦标赛荣获冠军。
她感慨道，虽然香港练习太极的人数有所增长，但是
真正愿意了解和参与太极比赛的人并不多。希望通过
这样的交流，能够让香港民众更多地了解传统武术知
识。

香港太极青年团副主席罗鸿希也表示，“参加这次
比赛，不但能够让香港的年轻人认识我国的传统太极
文化，也能够促进内地与香港青少年的太极交流。让
我们共同努力，一起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文与武的交流，让来自各地的参赛者成为了
朋友。来自香港的罗苑翠习武12年，今年是第二次参
加大赛。她说：“上一届比赛认识了一些朋友，今年在
北京又见到了。我们会互相交流，分享自己的心得。”
赛场上是高手过招的紧张，赛场下则是惺惺相惜的情
谊。

练习太极不单是一种强身健体的方式，更是舒缓
压力的方法。“我是一个坐不定的人，整天都蹦蹦跳
跳。看到隔壁小朋友学习武术，觉得很有趣，所以马
上叫爸爸报名。平时学习太累的时候，便会起来练练
太极，放松一下。”罗苑翠说。

每个熟练的套路背后，都离不开刻苦的练习和坚
定的意志。罗鸿希是罗苑翠的父亲，他说，女儿由小
到大练习武术，比同龄的孩子更懂坚持，不论是在学
业上的困难还是日常生活中遇到难题，都会选择正
视，而不是逃避。

少年练太极

以武话友谊
李惠仪 易燕丹

科学健身，收下这份官方指南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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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杯”第十七届环
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近
日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开
幕。

本 届 环 湖 赛 共 13 个 赛
段，自青海乐都启程，在甘
肃兰州新区落幕，全程总距
离为 3670 公里，其中比赛距
离 为 1841 公 里 ， 转 场 距 离
1829 公 里 。 在 14 天 的 时 间
里，来自中国、意大利、西
班牙、法国、哥伦比亚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 支自行车
战队将在高原展开一场速度
与耐力的比拼。

图为宁夏体彩LIVALL车
队车手乔治·宝格拉斯 （右
一） 冲过终点线。

新华社记者 吴 刚摄

日前，2018横渡珠江活动在广州举行。图为游泳爱好者们庆祝横渡
成功。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暑假期间，河北固安市民活动中心举办暑期“篮球营”，吸收当地中小
学生参加篮球基础技能培训。图为教练 （中） 在指导小学员训练。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据新华社电（记者周 琳） 近日在国
家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建设研讨会
上，记者获悉，我国首个国家小品种药

（短缺药） 供应保障联合体正式成立。这
一药联体将致力于缓解部分临床必需药
品供应紧张或短缺的现象。

记者了解到，首批成员有 24 家企

业，可保障供应57个小品种药品种，其
中包括 47 个短缺药“139 目录”品种和
10 个省区域品种。所谓“139 目录”指
的是，2017 年原卫计委公布的，通过国
家重点监测系统、列入短缺药品清单的
139个品种。

这 57 个短缺药品中包括苯巴比妥、

硫酸鱼精蛋白、异烟肼等知名药品，涉
及心血管、消化代谢、血液类、抗感染
类等十余个领域。

据介绍，未来在药联体内部，将通
过供应链信息的沟通、配套能力的提
升、申请专项基金、加强研发合作等
多种工作机制，让短缺药的生产能落

实信息共享、产业资源联动机制。上
游产业链努力保障小品种药原料和制
剂持续供应；涉及企业也会及时反馈
本企业可能影响药品稳定供应的经营
活动信息 （如停产、上游供应成本显
著上涨） 和企业经营活动中发现的药
品短缺风险信息。

破解“一药难求”上海成立“药联体”

暑假期间，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美的小学组织开
展“亲子运动 乐享暑期”趣味运动会。图为学生
与家长共同参加“齐心协力”亲子比赛。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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