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散步、跑
步主要锻炼下肢力量，增强心肺功能，
对于不想因“站不稳”而跌倒受伤的老
人来说最合适；游泳能改善血液循环和
呼吸功能，适合关节不好的人以及肥胖
者……

对不同的人来说，“最好”的答案并
不相同。日前，《柳叶刀》杂志发布的一
项研究表示，挥拍运动是运动项目中的
佼佼者。

最新研究：挥拍运动身心受益高，
锻炼时长45分钟-60分钟

英国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
最近刊发了一篇涉及120万人的研究，
分析了不同的运动对精神和身体健康
的影响程度。

研究者从这120万人的日常里，一
共识别出75种运动，为了方便统计，他
们将这些运动分为团队运动、骑单车、
有氧或者体操运动、跑步或慢跑、娱乐
运动或其他、冬季项目或泳池类、散步、
其他共八大类。

研究结果显示，挥拍类的球类运动
和有氧体操是身心方面都受益最高的
运动。据了解，挥拍运动包括羽毛球、
乒乓球等。挥拍运动对速度、耐力、爆

发力、反应力、控制力等的要求都很高，
不仅能锻炼肩肘、手部、下肢等部位，还
能调动大脑功能。

以网球为例，在运动过程中能刺激
并增强肩部及手臂的肌肉。而且，在快
速移动的过程中，需要全身肌肉协调，
特别是腿部肌肉会得到有效的锻炼。
同时，促进大脑快速紧张思考，有健脑
功能；也能让眼睛进行调节运动，促进

眼球组织的血液供应和代谢。
此外，研究结论显示，锻炼时间并

不是越久越好。每次锻炼的最佳时长
在45分钟到60分钟之间，少于45分钟
效果会减弱，多于60分钟不仅不会更
好地受益，还容易产生负效应。一周3
到5天，每天1次受益最高。在所有运
动项目中只有散步的频率可以稍高一
点，最多一周6次。

运动年龄：“最佳”运动随年龄变，7
岁以下可游泳打基础

一般而言，人的身体随着生理机能
的变化，所谓“最佳”的运动也在不断地
变化。

处于1岁到7岁年龄段的孩子，身
体处于快速发育期，游泳不仅能调节心
肺功能，还可以锻炼身体协调性。

8岁到 25岁可以开始球类运动。
球类运动能提升反应速度、心肺耐力，
有助于肌肉和骨骼发育。

26岁之后，大多数人已经步入职
场，直到45岁这段时间里，正是工作压
力较大的时候，容易被诱发出各类慢性
病。这时，爬山、慢跑都成了比较好的
减压运动项目，同时还能改善心肺耐
力、加速新陈代谢。

46岁到65岁时，体力和肌肉量开
始下降，运动应以安全、简便、能稳定肌
肉群为主。健步走能改善血液循环，减
掉多余的“肥肉”，而力量锻炼则能增强
肌肉力量。

在65岁以后，人的身体处于衰退期，
肌肉退化的速度变快。这时不少老人的平
衡性受到影响，走路容易跌倒，建议多做
稳定性练习，如仰卧举腿、弓步等。

（本报综合）

运动方式没有最佳 只有最合适

发病年龄在40岁-70岁之间
脑溢血又名脑出血，是指非外伤

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起的出血。发
生的原因主要与脑血管的病变有关，
即与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血管的
老化、吸烟等密切相关。脑出血的患
者往往由于情绪激动、费劲用力时突
然发病。

常见病因是高血压合并小动脉硬
化，微动脉瘤或者微血管瘤，其他包括
脑血管畸形、脑膜动静脉畸形、淀粉样
脑血管病、囊性血管瘤、颅内静脉血栓
形成、特异性动脉炎、真菌性动脉炎、烟
雾病和动脉解剖变异、血管炎、瘤卒中
等。

死亡率非常高，我国每年因脑溢血
而死的人占死亡人数的20%，急性期死
亡率高达30%-40%，就算幸存下来也有
不同程度的运动障碍、认知障碍、言语吞
咽障碍等后遗症。

脑溢血的发病年龄在40岁-70岁之
间，中青年出现脑溢血也有“爬升”之势，

在我国每年新发的200万名脑卒中患者
中，以中青年群体居多。

专家称，脑溢血的发生往往非常突
然，尤其在脑溢血的高发季节秋冬季。
用力过猛、气候变化、不良嗜好（吸烟、酗
酒、食盐过多，体重过重）、血压波动、情
绪激动、过度劳累等为诱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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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理直气壮对吸烟者说不
室内公共场所无烟受欢迎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幅
提高。平时大家都注意膳食营养平衡，并积极锻炼健身，
为的就是有一个好身体，享受幸福生活。可是，如果忽略
了烟草使用这个可预防死因，践行再多的健康理念，也可
能只是白费功夫。

让老百姓了解吸烟和二手烟的危害，也需要出台控烟
法规。《咸宁市城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已经市人民
政府2010年第16次市长办公室会议审议通过，自2011年
2月1日起就已经开始施行了，规定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
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完全禁烟。

咸宁的目标是打造成绿色生态的旅游城市，通过了
100%全面禁烟的控烟管理办法，就意味着我市市民和每
年数百万的游客，将会完全免受二手烟的危害。

咸宁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有关负责人提醒说，不吸
烟、拒绝被动吸烟是改善心脏健康的最佳方法。无论何时
戒烟都会获益，越早戒烟，获益越多。戒烟后，2年内患冠
心病的风险会大大降低。

健康权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呼吸新鲜空气
的权利，优先于吸烟者污染人们所呼吸空气的任何可能的
权利。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
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
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室内公共场所控
烟，须全社会共同努力！

嘉鱼县鱼岳镇

慢性病团体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周凌峰报道：近日，嘉鱼县鱼岳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五楼会议室人声鼎沸，座无虚席。来自北街社
区、西街社区150位居民齐聚一堂，共同参加2018年嘉鱼
县鱼岳镇慢性病团体健康管理签约服务启动会。

7时30分，距离会议正式开始还有一个小时时间，已
有部分居民朋友们早早的来到会议室，在家庭医生的指引
下顺利签到、就坐。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居民认真聆听了
由该中心医生刘婉带来的项目解读讲座，让居民对慢性病
团体健康管理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讲座还详细说明
了家庭医生的工作职责及签约服务的重要性。

在项目答疑后，居民积极进行慢性病团体健康管理的
项目申请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的签字确认，近150
人成功签约。

咸安区贺胜桥镇

走访计生特扶家庭
本报讯 通讯员朱静红报道：“大姐，最近身体还好

吧，天气已经转冷了，一定要注意身体！”近日，咸安区贺胜
桥镇特扶联系人将一袋大米、一壶食用油、一提牛奶和一
盒月饼等生活用品，先后送去杜合意、孟会珍和余亚红三
人家中。面对贺胜桥镇特扶联系人送来的慰问品和关怀，
特扶对象户们表示暖心。

此次走访慰问活动，不仅为计生特扶家庭送去一份慰
问品，同时也为计生特扶对象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促使家庭医生成为他们的健康守门人，为其提供优质的基
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服务。此次走访慰问，充分
体现了党委、政府对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关爱，让他们
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据统计，此次活动共走访慰问
计生特扶家庭3户4人，发放慰问品共计600余元，4人成
功签约家庭医生。

嘉鱼茶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公共卫生进机关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格红超、魏凡报道：近日，嘉鱼县茶

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的公共卫生服务宣教月暨“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进机关”活动在县卫计局举行。

此次活动主要内容包括：与居民签订《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协议书》，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发
放公共卫生宣传资料；免费进行血压、血糖的测量，筛查
高血压、糖尿病，并提出个性化健康教育建议等。

此次活动旨在推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推动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让机关干部们了解基本的公共卫生知识，增
强卫生防范意识和健康素养，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基本医
疗服务，人人都享有健康保障。现场共为居民建立健康档
案100余份，发放宣传折页300多张。

“脑出血的发生总是不可预测的，通
常起病急，治疗时间短。”专家说，“当患
者疑似出现脑溢血时，第一时间拨打
120。”其次，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急救：

▲立即将患者平卧，将其头偏向一
侧，以防痰液、呕吐物吸入气管。

▲迅速松解患者衣领和腰带，保持

患者呼吸顺畅及空气流通，根据天气注
意保暖或降温。

▲如患者昏迷并发出强烈鼾声，表
示其舌根已经下坠，可用手帕包住患者
舌头向外拉出。

▲可用冷毛巾覆盖患者头部，因血
管在遇冷时收缩，可减少出血量。

▲患者大小便失禁时，应就地处理，
不可随意移动患者身体，以防脑出血加
重。

▲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旦窒息，尽
快掏净口腔，并进行人工呼吸。

早期发现脑出血的症状尤为重要。
你必须注意脑出血的前兆，这有助于及

早发现疾病的存在，在最短的时间内对
患者进行治疗，才能及时控制病情，降低
脑出血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本报综合）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一旦发生脑出血该如何急救

最近，曾写下《征服》《梦一场》的著名音乐人袁惟仁被传出突发脑溢血，目前已脱离险境。你了
解脑溢血吗？近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举办的“脑出血疾病的早期预防”健康讲
座上，医学专家提醒市民，秋冬季是脑出血的高发季节，当出现7种先兆时，要马上就医。

核心提示

专家介绍，脑出血是一种快速发作
的、治疗时间短、具有高风险和高死亡率
的心脑血管疾病，而只有及时发现和积
极治疗才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最佳手段，
而每个人都应该注意脑出血以下7个前
兆，从而降低脑出血的死亡率——

▲血压明显升高。脑溢血前，患者
一般会有明显的血压升高，容易出现眩
晕，感到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当脑膜被
刺激，极容易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

▲面部、手指麻木。部分脑溢血患
者在发病前，会有身体一侧麻木，或面
部、胳膊、手指的麻木，手指的麻木以无
名指最为明显。

▲近期反复流鼻血。高血压患者
如果最近经常流鼻血，要提高警惕，这
除了是上火还可能是脑溢血的先兆，近
期反复流鼻血，或预兆半年内将出现脑
溢血，无论是患者还是家人，都是密切
留意。

▲吐字含糊不清。吐字含糊不清或
提示血压波动或脑功能出现障碍，是脑
出血或蛛网膜下腔出血的预兆。

▲头晕伴有头痛。头痛常位于出血
一侧的头部，当颅内压增高时，疼痛可蔓
延至整个头部，头晕与头痛同时发作，短
暂出现一次或反复出现或加重。

▲嗜睡喜欢打哈欠。脑出血会导致
患者脑组织出现低氧血症，容易引起脑
功能障碍，出现白天嗜睡和频繁打哈欠

的症状。患者也无法有效控制这种疲
劳，即使他们睡眠充足。

▲眼前发黑，视野短暂缺损。大脑
中的血流减少或流过视网膜的微小血块
容易导致同侧动脉或眼动脉的血液供应
不足，导致患者出现眼睛视觉障碍的症
状，这种情况被称为“一过性黑蒙”。患
者会突然看不清事物或看到的事物不完
整，感觉看到的事物模糊有重影，并且经
常需要几分钟才能恢复正常。

脑溢血发病前有什么先兆

警惕！秋冬季是脑出血高发季
通山县通羊镇衢潭村

“四个一”帮扶计生家庭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赵冬平、张君鹏报道：“我娶

亲成家后终身未育，无儿无女，生活困难。镇村干部为我
这计生家庭办理了低保金；房屋年久失修，镇村干部又帮
我争取扶持资金，组织劳力修建，住了新房，党的干部帮扶
计生家庭说到做到”。11月8日，通山县通羊镇衢潭村三
组村民张善良想到这些，看到上月新修好的房子，喜在眉
头，笑得合不拢嘴。

该村在抓好各项中心工作的同时，把提升计生服务水
平，帮扶计生家庭困难当一件大事来抓，对全村723户计生
家庭开展“四个一”帮扶计生家庭活动。即一次动员谈心
活动，通过谈心，了解计生家庭困难原因；一次入户探访话
动，当计生家庭遇到困难时，帮助解决困难；一次技能培训
活动，对从事种、养、加工业等的计生家庭，推荐参加县、镇
免费培训；一次结对帮扶活动，村及协会干部与计生家庭
结对帮扶，帮资金、帮技术、帮项目。

截至目前，全村为40余个计生困难人群年解决低保金
11万余元，为90户困难计生家庭子女解决就学难问题；为
近10户独生子女家庭申报奖扶资金12万元，为7户计生
困难户争取整修危房资金10万余元。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期，
天气逐渐转寒，家住咸安永安街道办
事处的安女士想咨询，冬季如何正确
锻炼身体呢？

永安街道办事处卫生服务中心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居民冬天锻炼可以增
强大脑皮质的兴奋性，使体温调节中枢
可以更灵敏、准确地调节体温，适应寒
冷的环境，从而提高人体的抗寒能力。

冬季，居民可以在室内平坦的床
上或地板上做俯卧撑，无论男女，都能
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还可以给身体
塑形。

寒冬，跳绳是非常适合减肥人群

的运动，不仅可以调动全身，使身体发
热，还有助于全身减肥，对青少年还能
促进增高。

跑步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锻炼
方式，但冬季跑步前要注意热身，选择
合适的平坦的路面，注意避免去冰冻
路面跑步。跑步时间建议在早上10
点后，此时太阳已出来，气温也相对开
始上升，空气变得更加温润，非常适合
跑步。冬季晨跑或者下午5点后跑步
的人群，则要非常注意保暖。

需要注意的是，居民冬季锻炼前
应先做好热身运动。冬季天气寒冷，
人的整个循环系统启动会变慢，肌肉
和关节在热身不够充分的条件下，突
然进行大幅度的运动，容易出现伤
痛。热身运动包括一些腿脚拉伸、跑
跳、高抬腿等动作，可以让身体迅速暖
和起来。

冬季如何锻炼身体
本报讯 记者丁婉莹报道：又到

了寒潮一阵阵南袭的时候，机警的人
迅速添上了早已备好的秋裤。可也有
些爱美的女士，迟迟不愿添上一件
衣。上周突遇气温骤降，家住环卫小
区的赵女士一时没注意保暖患上了重
感冒。

赵女士为此在就近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打了三天点滴，遭了罪的她终
于认识到保暖的重要性，并向医生打
听到了如果突然降温如何做才能从头
暖到脚。

脖子长时间裸露在外，是寒气入
侵的主要部位，有的人每到秋季就会
咳嗽、嗓子发炎，肩颈疼痛，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脖子受凉惹的祸。所以要
少穿大领口和无领的衣服，尽量穿有
领或高领的衣服，外出时最好带条围
巾。

中医认为背为肾脉所居，感冒受
风寒多从背部起始。所以保持背部温
暖，不仅可防感冒、固肾强腰，而且可
防旧病复发、加重。最好增添一件背
心，以棉或丝绵为宜，保温隔寒性能
好。夜间起床时应披衣防感冒。

膝关节脂肪含量少，易受寒冷刺
激，而且秋季膝关节周围供血减少，保
护和调节功能下降，寒气侵入时很容
易诱发关节疼痛。秋季要注意膝盖保
暖，尽量少穿短裤、短裙，尤其是爱美
的女士一定要注意，天凉了该穿秋裤
时还是要穿秋裤。

脚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因此脚
部保暖必不可少。外出的时候一定要
穿上稍厚一点的袜子，在家时换上厚
拖鞋。不仅如此，人体的五脏六腑、四
肢百骸在脚部都有反射区，每天用热
水泡脚对保暖大有益处。

气温骤降如何保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