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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锻炼有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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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声明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内蒙古西部职业培训学校
遗失财务专用章、公章、原法
人任美玲个人名章，声明作废。

卖房
五塔东小学分校旁，114m2，
低价卖，即买即住。
电话：18414373938

房产销售高价回收 电瓶电缆变压器各种旧设备库存
积压品铜，铝铁等13134711174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出租转让

电话：0471-46886154688696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春秋旅游———
许可证编号：L-NMG-CJ0007011月日本预售篇

天津\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奈良四飞休闲7日游（天津航空）
发班日期：2018年11月1/3/8/10/15号4880元/人（内蒙古全区联运）

济南\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8日游（山东航空，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10月31/号4880元/人（呼和浩特起止）
发班日期：2018年11月/4、11、14号4880元/人（呼和浩特起止）
网址：WWW.CH.COM

网址：WWW.CH.COM

———春秋旅游———
许可证编号：L-NMG-CJ00070

10月泰国篇
泰精彩—曼谷、芭提雅、金沙岛双飞8日（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10月20/23/27号3180元/人
华贵升级版—曼谷、芭提雅、金沙岛、沙美岛双岛8日（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10月20/27/30号3980元/人
网址：WWW.CH.COM

电话：0471-46886154688696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网址：WWW.CH.COM

●熊建军因拆迁注销玉泉区
呼清公路工读学校西送变电
宿舍10-1-2号房屋产权证，
产权证号005005声明作废。
●不慎将工作证丢失，证件
号码150423、声明人：贾亮。
●宋新新(1526261994072
15428)与内蒙古盛唐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购买位于呼和浩特市土默
特左旗金川开发区丰林路
南金润华府B3栋一单元
2404室商品房买卖合同遗
失,声明作废,如有任何问
题与开发商无关自行承担。

●内蒙古西部职业培训学
校遗失开户许可证和查询
密码单，核准号：J1910016
501701，开户银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大学东街支行，账号：47190
1144110802，声明原件作废。
●红光遗失内蒙古财富时代
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
购房款收据一份(财富时代
二期C-5-1101)，日期:2011
年8月15日，编号:0124013，
金额:140000元，收款人:王丽
珍，交款人:红光，声明作废。

●山东冠鲁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刘二黑眼签订的
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
丢失三份，合同编号为：
YS（2008）00005877，房屋
代码为：156917，声明作废。

●玉泉区文化体育广电局
遗失代码为111501040115
280546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声明作废。

●赛罕区滋滋顺滑甜品店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150105
MA0NAFLN5N,声明作废。

对老年群体来说，坚
持运动能增强体质、延年
益寿，但老人毕竟不同于
年轻人，锻炼时有不少禁
忌，如果不加注意，不仅难
以达到运动养生的目的，
还会对健康造成负担。

忌急于求成 北京体
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
院教授陆一帆告诉记者，

老人由于生理功能减弱，
对体力负荷的适应力较
差，如果锻炼初期就进行
高强度活动，往往发生意
外损伤。老人运动需循序
渐进，适应之后，再逐渐增
加运动量。

忌勉强自己 老人不
论参加哪种运动，最好秉持
重在参与、健身为本的观

念，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后
再锻炼。否则体力不支，很
可能出现碰撞、摔倒等情
况。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老人尤其应遵医嘱锻炼。

忌过于单一 重复做
单一运动会使特定部位长
期处于紧张状态，形成劳
损，其他部位却得不到活
动。所以老人要注意锻炼

不同肌肉群，或以不同方
式使用同部位肌肉。

忌憋气发力 老人心
脏和呼吸系统的意外风险
较大，如果突然过度憋气、
发力，胸腔压力增高，回心
血量和脑供血减少，易头晕
目眩甚至昏厥；憋气后，回心
血量骤然增加，血压升高，可
能发生脑血管意外。因此，老

人不宜参加举重、拔河、硬气
功等需憋气项目。

老人锻炼以有氧运动
为主，最好选择全身关节
和肌肉都能活动的项目。
健步走是普遍适合老人的
方式，可活动全身，增强心
肺耐力提高关节灵活度。
骑自行车也是不错选择，
能减轻自身重力对关节的

不良影响。此外，老人不妨
打太极和跳广场舞，伴着
音乐活动，陶冶情操。

陆一帆建议，老人最
好坚持做两种以上运动，
并根据身体状况衡量运动
量，如食欲增加、睡眠改
善、血压正常，则说明运动
量适中。否则，应及时调
整。 （据《生命时报》）

常吃南瓜子好处多
南瓜子保护男性前列腺 美国研究发现，每

天吃上50克左右的南瓜子（相当于20~25个南瓜
子），可较为有效地防治前列腺疾病。这是由于前
列腺的分泌激素功能要依靠脂肪酸，而南瓜子就
富含脂肪酸，可使前列腺保持良好功能。所含的
活性成分可消除前列腺炎初期的肿胀，同时还有
预防前列腺癌的作用。但对于前列腺增生过于严
重的，服食效果就不大了。

南瓜子有助于改善精子质量 专家指出，这
是由于南瓜子中含有大量的锌。从西医角度来
说，多吃含锌丰富的食物不仅对前列腺有好处，
还可以增加精子数量；而从中医角度来说，含锌
丰富的食物具有补肾的作用，有助于提高男性生
育能力。除南瓜子外，榛子、花生等坚果含锌也比
较丰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精子质量。

南瓜子有助于降压 南瓜子含有丰富的泛
酸，这种物质可以缓解静止性心绞痛，并有降压
的作用。每日去壳嚼食生南瓜子90克，分早、中、
晚3次服。一周为一个疗程，可连续服2~3个疗程。

南瓜子可以解毒，消除致癌物质 它含有维
生素和果胶，果胶有很好的吸附性，能黏结和消
除体内细菌毒素和其他有害物质，如重金属中的
铅、汞和放射性元素，起到解毒作用；南瓜子能消
除致癌物质亚硝胺的突变作用，有防癌功效，并
能帮助恢复肝、肾功能，增强肝、肾细胞的再生能
力。

南瓜子可以延缓牙龈萎缩 牙槽骨的退化、
萎缩与人体内缺磷关系密切，而南瓜子含磷丰
富，可预防牙槽骨萎缩变短。它还富含胡萝卜素
和维生素E，这些营养素有利于滋养牙龈，延缓牙
龈萎缩，更好地为牙槽骨输送养料。此外，它还富
含钾，有助于腮部肌肉伸展，使人颜面更加健美。

（据《燕赵都市报》）

久做低头族 颈纹找上门
女性从25岁起，皮肤

走向衰老，最先显露迹象
的部位，就是“曝光率”极
高的颈部。颈部皱纹的出
现，最大的原因就是衰老。
然而，不良生活习惯和从
不保养的生活态度也对颈
纹的出现有所“帮助”。因
此，在预防方面不仅要保
养、按摩，还要摒除做“低
头族”等不良生活习惯。

【原因】

衰老导致皮肤松弛

长皱纹的最大原因就
是衰老。颈部肌肤较薄，皮
脂腺和汗腺也很少，所以
很难锁住水分，如果平时
还疏于护理，干燥的颈部
很容易最先显现出皱纹
来。

有时候，在进行防晒
工作时，一不小心就忘了
颈部，尤其夏天常穿低领
衣服时，暴露在阳光下的
颈部肌肤很容易晒伤、老
化。及时补充维生素C，可
保护细胞不受紫外线伤
害，有助于合成胶原蛋白，
改善皮肤皱纹及松弛现
象。

人在日常生活中，都
会不停地抬头低头，这种
习惯性的动作被无数次地

重复着，在颈部就留下了
动作后的痕迹，再加上颈
部的皮肤层本来就很薄
弱，时间久了自然就在皮
肤表面留下了皱纹痕迹。

现在无论是走在路
上，或者是坐在车上抑或
是吃着饭，很多人都是手
机不离手，要不就是低头
阅读或者打游戏、发消息、
刷微博、看新闻……对于
这些“低头族”来说，颈纹

的出现和年龄无关，而是
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

【预防】

经常按摩活动颈部

经常对着电脑工作的
白领们，一定记得时常让
脖子活动起来，千万不能
整天将头垂下，最好是每
半个小时或者是1个小时
左右伸伸懒腰并让颈部活

动活动，这样使颈部肌肤
有拉紧的感觉，以预防颈
纹出现。

每天晚上护肤之外，
除了要让面部肌肤按摩之
外，颈部上也要记得时常
按摩，将双手的掌心放在
颈部，然后从锁骨开始向
上推，左右手各做10~15
次，以收紧颈部皮肤。或者
是将双手放在颈上，由下
往上，由内往外地打圈
10~15次左右。

枕头太高，睡觉时头
部往下垂，会造成肩膀肌
肉的负担。枕头过高也易
使颈部弯曲，产生颈纹。但
是不使用枕头，下巴呈现
上仰姿势，也是颈后容易
产生皱纹和僵硬的原因。
理想的枕头，一般情况下，
以6~8公分左右最合适。

美颈操

1.像钟摆一样左右摆
动颈部。

2.嘴唇缓缓做微笑状，
将颈部尽量上仰，直至感
觉肌肤拉到最紧处，保持
该姿势5秒钟。

3.在锁骨与下颚之间，
用左右手的手背轮流由内
往外做上下交替轻轻拍
打。 （据《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