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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用眼时间大增 戴老花镜年龄或提早
■翁淑贤

老年人太瘦需警惕肌少症
改变生活方式营养运动干预能预防

■李哲

□健康提示

科学
才能拥有健康

□健康服务

公民防疫行为准则（科普版）

（来源：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

心肺耐力、肌肉力量（爆发力和耐
力）和柔韧是健康体适能的主要构成要
素，也是决定身体能否很好地适应外界
环境改变的主要指标。

1、运动保持心肺耐力
心肺耐力与健康生活息息相关，相

关专业协会现已将其和体温、脉搏、呼
吸、血压一起作为生命的五大临床生命
体征。研究已经证实，相比肥胖、吸烟、
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等诸多危险因
子，低心肺耐力水平所致死亡率更高；较
高的心肺功能水平甚至可使患肺癌、乳
腺癌和消化系统癌症风险降低。

心肺耐力低下让人不能有效承担运
动甚至基本生活带来的能量需求负荷，
心肺耐力不佳的人，快走几步或者爬几
层楼梯，就可能因为缺氧而终止生命。
心肺耐力低还会诱发心肌缺血等高风险
事件。耐力优秀的专业人士，可用有氧
能力跑出普通大众的无氧功率，他们会
跑得更轻松且更快更安全。

通过有氧运动可以有效提高心肺耐
力，一般人群可从事中低强度有氧运动，
常见的如中长跑、骑行、持拍运动、球类、
游泳、操舞等多为有氧运动，建议每周进
行3—5次，运动强度可以用最大心率百
分比来控制，建议运动初学者将运动时
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用220减去年龄
所得数）的63%以下；中级运动者可保持
在最大心率的76%以下；有经验的有氧
运动者可保持最大心率的95%以下。如
果自身条件较好，可从事高强度间歇运
动，花时间更少，对心肺刺激更大，获益
更多，但心率需要保持在最大心率的
90%以上。

2、运动促进肌肉力量和耐力
战斗或逃跑是人类在丛林时代最重

要的生存技能，为避免被捕食而选择逃
跑，或者为捕食而选择战斗，肌肉力量和
耐力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在工作
生活中重体力劳动日渐减少，很多人忽
略了肌肉力量的锻炼。甚至在一些错误
观念的影响下，比如年轻女性一味追求
苗条、老年人想“千金难买老来瘦”，单从
体重指标衡量健康从一开始就进入误
区。

对于老年人来讲，保持肌肉量和肌
肉力量，是预防摔倒非常有效的途径，老

年人肌肉量和肌力都会大幅衰减，而且
下肢衰减速度快于上肢，下肢伸肌力量
下降尤其突出，因此，老年人在保持有氧
运动的同时，要有意识锻炼下肢肌肉力
量和平衡能力。对于女性来讲，不应该
过度追求纤体和关注体重数字，甚至因
此害怕肌肉，有极端者采用医学手段使
腿部肌肉萎缩而追求腿细，以牺牲健康
为代价追求错误的美感。

保持核心肌群力量可有效保护内脏
器官，减少运动伤病。关节周围有力的
肌肉可预防椎间盘突出、稳定关节减少
磨损，如通过训练股四头肌、腓肠肌、腘
肌等可保护膝关节功能。此外，力量练
习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敏感度，促进肌细
胞对糖的利用，防止脂肪堆积，因此也是
预防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等代谢性
疾病的有效方法。

3、拉伸增加机体柔韧
人体的柔韧性表现在关节的活动和

肌肉、韧带、肌腱的伸展性和弹性等方
面，较好的柔韧性会增加运动时的协调
性、灵活性和动作幅度。民间有“筋长一
寸，寿延十年”的说法，虽然这可能过分
夸大了柔韧素质和拉伸练习对于健康的
影响，但拉伸对于姿态保持、缓解慢性疼
痛等确有效果，特别是对于久坐的上班
族，拉伸可通过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
酸痛放松身体。比如可通过对颈部、肩
部、背部肌肉的拉伸，缓解办公室久坐低
头族的肌肉不适，更可以在运动后通过
针对性的肌肉拉伸做放松运动，如跑步
后可采取对大腿后侧腘绳肌、前侧股四
头肌、臀肌、小腿等部位拉伸有效缓解肌
肉不适，预防运动损伤。拉伸运动往往
对场地要求不高，一块瑜伽垫、身边的
桌、椅、墙等都可能成为拉伸的辅助工
具。 （据《陕西日报》）

如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娱
乐，很多人几乎每天都离不开手机、
电脑。不少人才四十出头，就出现
不同程度的眼睛干涩、视物疲劳、小
字看不清等症状。民间有一种形象
的说法——“四十四，‘眼生刺’”，广
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黄
仲委教授指出，这是眼睛开始衰老
的表现。而随着近距离用眼时间的

大大增加，人们戴老花镜的年龄可
能会提早。

近距离用眼时间大增 不到四十
就老花

不到四十岁的阿荣（化名）发现
最近每天工作时对着电脑，眼睛容
易疲劳，而且很干涩，不过远视倒挺
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

就诊时黄仲委为他做了初步验

光检查后，发现他双眼视力为 0.4，
用+200 度可以矫正到 1.0，于是告诉
他：“你眼睛的调节力下降，必须配
一副远视度数的眼镜，说白了，就是
老花眼。”

阿荣难以接受，毕竟自己还不
到四十岁，这么年轻怎么可能眼睛
就老花了呢？

黄 仲 委 介 绍 ，老 花 眼 的 确 与
“老”有关，其实人的眼睛调节力从
十八岁开始就悄悄减退，随着年龄
增加，晶状体逐渐变硬、睫状肌力调
节 减 弱 ，到 达 一 定 程 度 ，眼 睛 就 会

“老花”。一般来说，没有屈光不正
的人约 45 岁左右就要配戴老花眼
镜。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每天长时
间对着手机、电脑，近距离用眼时间
大大增加，戴老花镜的年龄可能因
此会有所提早。

很多人以为近视眼的人这辈子
都不用戴老花镜，“这是误解，只是
由于原来戴的凹透镜和现在要戴的
凸透镜正、负度数相抵消的缘故。”
黄仲委指出，正因如此，原来近视的
人，年纪大了晶状体逐渐变硬、睫状
肌力调节减弱，到需要配戴老花眼
镜的年龄时多半会相应推迟，但这
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有老花眼。他指
出，近视人群到了一定年纪查出老
花眼，若视物需要达到远近皆清的
效果，除了原来戴的近视眼镜外，还

需多添一副近视度数较低的眼镜以
看近用。

缓解双眼不适 试试杞菊茶
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老花眼？

黄仲委支招，如果符合以下几点，老
花眼有可能已经找上门：1。四十岁
左右；2。眼睛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不
清；3。看手机、电脑容易昏花眼胀；
4。看手机、电脑时，会不自觉挪远一
点，或戴近视眼镜者须摘下眼镜。

“想避免眼睛过早衰退，推迟戴
老 花 镜 的 时 间 ，就 要 好 好 保 护 双
眼。”黄仲委提醒，养眼护眼，合理休
息最重要，日常要控制好看手机、电
脑、电视的时间总量，让眼睛能间歇
性休息。平时如果眼睛视物过久，
感觉眼胀眼花时，可用力眨眼 10～
20 次助舒缓。

饮食方面，黄教授支招，可适当
多摄取含有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
β-胡萝卜素、维生素 E、维生素 C、
微量元素锌、硒的食物，比如玉米、
胡萝卜、西兰花、西红柿、豆制品、
鱼、牛奶、核桃及新鲜水果等，帮助
预防眼睛老化。平时还可通过喝杞
菊茶帮助缓解眼干等不适。

杞菊茶：取枸杞子 15 克、菊花 5
克，龙眼肉 5 克、绿茶适量，反复泡
喝有助舒肝明目。若体质偏寒，可
改用普洱茶。

（据《广州日报》）

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然而
我市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李慕然主任
医师却提醒老年人，人老不能太瘦，体
重下降要警惕肌少症。肌少症作为一
种常见的老年性疾病，会严重影响老
年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

“最近我瘦了不少，胳膊腿都细
了，可是肚子上的肥肉却越来越多，精
神头儿也没以前足了。”“我现在走路
也没有以前利索了，上个2楼就抬不动
腿啦，上下楼梯都得扶着栏杆，生怕摔
着。”“我现在手越来越没劲，拧个毛巾
都拧不干，瓶盖也拧不开。”这些都是
大爷大妈在一起聊天时经常谈起的内
容。殊不知，这些情况可能并不是“上
了年纪的正常表现”，而是肌少症的症
状。李慕然说，老人体重减轻又容易
疲乏、跌倒，甚至发生骨折，常常是肌
少症的表现。肌少症是一种增龄相关
的肌肉量减少、肌肉力量下降和（或）
躯体功能减退的老年综合征，会引起
机体功能障碍，增加老年人跌倒、失能
和死亡风险。目前可用于诊断和评估
肌少症的主要参数为肌肉量、肌肉力
量、肌肉质量和躯体功能。

肌肉量指人体骨骼肌的总数量，
四肢骨骼肌量（ASM）是肌肉量评价的
重要指标。双能X线吸收法（DXA）是
目前被广泛使用测量ASM 的金标准。
小腿围可作为一种评估四肢骨骼肌肌
量的简便方法，方式是使用非弹性皮
尺测量双侧小腿的最大周径。男性<

34厘米，女性<33厘米，说明小腿围不
足；肌肉力量是指一个或多个肌肉群
所能产生的最大力量，评价肌肉力量
最常用的指标为上肢握力。握力测
试：男性<28公斤，女性<18公斤，说明
肌肉力量减弱；肌肉质量指每单位肌
肉所能产生的最大力量，作为一个新
的概念，肌肉质量目前尚无公认的评
估标准；躯体功能指可以客观测得的
全身性躯体运动功能。步速是最为简
单、快速、安全的躯体功能评估方法。

李慕然说，肌少症的治疗和预防
可以从生活方式、营养和运动三方面
进行干预。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推荐
老年人尽早改变吸烟、喝酒、久坐不动
的不良生活方式。日常还要加强营
养，特别要增加蛋白质摄入量，老年肌
少症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建议达到每日
每公斤体重 1.2克至 1.5克，平均分布
于每日 3餐至 5餐中。同时选择富含
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奶类、蛋类、瘦
肉、鱼虾、豆制品等。口服补充含有维
生素D的营养制剂有助于改善肌肉力
量与质量。ω-3脂肪酸可增加肌肉蛋
白质的合成，阻止肌肉的分解代谢。
补充维生素E和维生素C可减少氧化
应激，改善肌肉功能。有氧运动与抗
阻运动能显著增加肌肉量和肌肉力
量。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运动需在
基础疾病控制稳定后才可实施，并需
要制定个体化运动处方，以免增加运
动风险。 （据《天津日报》）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只有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通过树立和践行科学健身理念，才可以更好地推进体育

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通过科学运动，推进健康关口前移，使人民拥有健康体魄，从而增加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运动并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但
人类一开始的生存却离不开现在所谓
的这些运动，比如奔跑、跳跃、匍匐前
进、搬运、投掷甚至打斗等，都是原始人
能够生存下来的必备技能。因此，运动
一开始是伴随着人类为更好地生存所
必需的技能；时至今日，生存环境和生
活方式大为改变，已经不再需要这些技
能也能够生存，但人们想要健康生活，
提高生活品质，仍需通过主动运动寻求
健康。

1、体育生活化和生活体育化
很多人往往以时间不够作为不参

加锻炼的理由，事实上，首先需要解决
的是对增加体力活动和积极锻炼必要
性的认知，只要认识到位了，锻炼总是
能抽出时间和精力、找出空间去执行
的。

要将锻炼作为生活的必需品，通过
树立体育生活化的理念，在生活中让锻
炼成为习惯。在此基础上，通过将一些
非体育行为变成运动的一部分，比如通
过改变上下班交通方式，能乘公共交通
工具不开车，能骑车不乘车，能步行不
骑车，步行去超市购物代替配送，饭后
用散步等活动取代静坐看电视、阅手机
等娱乐，都可以有效增加肌肉活动和能
量消耗。

如果每天通过体力活动额外增加
300千卡的能量消耗，等于每日可多消
耗约40克脂肪，1个月就可因此多消耗
1.2公斤脂肪，可有效保持身材，预防肥
胖等代谢性疾病。

额外消耗 300千卡热量只需要每
天通过通勤骑行（时速15公里）或上下
班步行（时速 6公里）累积 1小时即可，
但如果通过步行购物（相当于负重行
走）或者加快步行速度、提物上下楼梯，
能耗就会进一步增加。

即使是在厨房做饭和做房屋清洁
等日常家务劳动，1小时也可以消耗近
200千卡热量。走路、骑车、园艺等，都
是生活体育化的体现。研究已经证实，
对于久坐人群来讲，经常做家务还可降
低各种类型的痴呆风险。

2、碎片化运动也受益
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每久坐 1

小时都应该被打断一次，如果工作2小
时后再穿插一些在办公室可以进行的
运动，如椅子操，或者利用桌子、墙壁等
做一些诸如俯卧撑、拉伸和靠墙静蹲等
运动，也可以借助饮料瓶、弹力带等做
一些简单的力量练习，条件允许的话可
以做几分钟开合跳、膝下击掌、波比跳
等运动。研究已经明确，即使从事 5—
10分钟强度较大的间歇运动，也会有
明显的健康受益。

在此基础上，有更高运动需求的
人，可以通过学习掌握一些运动技能，
如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跳绳、
健身瑜伽、普拉提、有氧操舞等，在锻
炼身体的同时，获得情感交流和运动
竞技乐趣。普通民众可每周 3—5 次
从事至少 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
动，中间穿插 1—2次专门的力量和柔
韧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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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可维持健康体适能

相比碳酸饮料和其他含糖饮料，
人们常以为果汁比较健康。然而刊载
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期刊
的一项研究显示，饮用过多果汁同样
危害健康，死亡风险不亚于碳酸饮
料。美国埃默里大学研究人员分析
了一项涉及 13440 名年满 45 岁美国
人的调查数据。研究显示，计入肥胖
等因素后，每天每多摄入 355 毫升
100%果汁，死亡风险增高 24%；每天
每多摄入 355毫升含糖饮料，死亡风
险增高 11%。研究人员认为，100%

果 汁 与 含 糖 饮 料 的 成 分“ 非 常 相
似”。“100%果汁含有一些维生素和
植物营养素，这是大部分含糖饮料所
没有的，但这两种饮料主要成分都是
糖和水。尽管含糖饮料中所含糖为
加工过程中添加，100%果汁所含糖
是天然存在的，但它们在人体新陈代
谢中会引发同样的生物化学反应。”
研究人员称，“不过，由于果汁含有
维生素和矿物质，适度饮用仍然比碳
酸饮料和其他含糖饮料好。”

（据《中国妇女报》）

饮用过多果汁危害堪比碳酸饮料
■敏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