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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院士84岁，在
获颁“共和国勋章”的红
毯 上 走 出 了 28岁 的 步
伐。他说自己故意走快
一点，显得还没老，还能
干点事。这令人敬佩的
气魄，得益于他从年轻一
直坚持至今的运动习惯
——早在 1959年首届全
运会比赛测验中，年轻的
钟南山就曾以54.4秒的成
绩打破了当时的400米栏
全国纪录。

“德叔”张忠德，17年
前抗击非典，生死关前走
一遭，出院后 1个月就恢
复上班，这是他对自己的
要求，方法之一就是坚持
科学运动；17年后再战新
冠，他为武汉回广州的康
复患者复诊时，记者在旁
采访，听到德叔说：“不要
怕，去运动，运动会打开
你的心肺。”

很多人说自己没有时
间运动，我看到过上市公
司老总坚持每天早晨5时
起床游泳跑步，7时已经
坐在办公室里，精力充沛
地开始一天工作，繁忙而
自律地生活。

很多人说自己没有条
件运动，我也见过有癌症
患者跑马环游世界，10多
年过去了还在不断快乐
地挑战自我，人生每天都
是生机勃勃。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
体魄。”运动带给他们身
体的强健，也带给他们战
胜困难的勇气。

运动是人生良伴，亦
是健康良方。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运动是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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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瘦“五力合一”体重管理指南
助你完美避开黄金周“过节肥”

绿瘦运动顾问达达示范运动动作

假期可以代餐食品代替零食，控制过多热量摄入
润怡在绿瘦“五力合一”全民体

验开放日给公众科普营养知识

绿瘦“五力合一”服务助力国民打赢脂肪战争
绿瘦心理顾问在全民体验

开放日向公众展开心理讲座

文/陈泽云

每逢佳节胖三斤，当遇上中
秋+国庆的八天长假，大家恐怕不

止胖三斤了。为了度过一个完美假
期，不少人早早就把假期给“安排”上
了，有人计划出游欣赏祖国大好河山，有
人打算惬意宅家共享天伦之乐。无论假
期如何安排，笔者温馨提醒大家，为了避
免“过节肥”长假要做好科学体重管
理，并整理了这份来自“国民科学体
重管理倡导者”——绿瘦的黄金

周科学体重管理指南。

“疫情宅家长的肉还没来
得及减，又遇上中秋加国庆长
假，各种美食诱惑，我太难了。”
面对即将来临的假期，正在减
肥的乐女士表示“又爱又怕”。
假期无论宅家还是出行，在这
期间肯定会有美食的诱惑，国
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绿瘦营养
顾问润怡表示，假期的饮食规
律经常会被打乱，容易代谢超
负荷而导致肥胖，因此一日三
餐 要 规 律 ，合 理 分 配 热 量 摄
入。“节日期间的早餐应以优质
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
为主（比如牛奶、鸡蛋、杂粮粥、
玉米、红薯等），建议合理的三
餐热能分配是：早餐占 25%-
30%，中餐占 40%左右，晚餐占

30%-35%。”
此外，月饼、栗子、汽水……

都是高热量又美味的应节“发胖
套餐”，润怡建议浅尝辄止。“例
如月饼，冰皮月饼相对低油糖，
五仁月饼、含有蛋黄的月饼热量
高则不宜多吃，可以安排在早餐
后或者下午吃，尽量不要安排在
晚上吃，切开小块与家人一起分
享更佳。”

润怡还提醒大家，宅家容易
控制不住吃零食，而外出各种旅
游景点都会配备许多热量极高
的当地小吃，非常容易发胖，建
议随身带代餐食品代替零食，

“代餐食品能产生饱腹感又兼顾
零食般的美味口感，有助于限制
热量过度摄入。”

一到假期，宅家的朋友一般
是这个画面：一家人整整齐齐地
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或是玩手
机。无法像平时一样保持运动
习惯的话，绿瘦运动顾问少芬建
议大家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运
动，如起床后和睡前进行短暂
Tabata运动，日间有空进行2-4
组深蹲、开合跳、平板支撑，“碎
片化运动看似分散，每次只需要
5-10分钟的运动时间，一天3-
4个时间段运动，甚至比跑步一
个小时消耗更多卡路里。”

外出游玩的话，少芬提醒，
千万不要只待在旅行车上不走
动，走路一小时可以消耗约300
卡路里的热量，很多酒店都有健
身房提供使用，也可以在房间放
上音乐做十几分钟的运动。“白
天游玩运动量充足，成功占领微
信运动封面的朋友，下半身运动
比较多，我们建议在回到酒店休
息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
的动作，锻炼上半身腰腹部，如
拍手跳跃、上下卷腹、平板支撑
冲拳等。”

假期发胖的原因，除了“管
不住嘴，迈不开腿”，心理问题也
可 能 是 导 致 假 期 发 胖 的“ 凶
手”。除了常见的节假日心理暗
示放松对饮食的警惕、情绪性进
食等，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硕
士、绿瘦心理顾问杨昆升还提

到，假期对生活的“失控感”，对
体重管理十分不利。

很多人一到假期“拖延症”
就犯了，放假之前给自己定了各
种各样的目标和计划，比如减肥
运动，一天天过去了好像什么也
没有完成。杨昆升指出，拖延背

后其实是一种“完美主义”的思
维，“可能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
目标过高，如假期每天都要跑5
公里，结果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执
行，会导致我们的自我效能感就
会降低，出于自我保护就会完全
放弃了这个计划。”

杨昆升还提到另一种情况
是“我要等到一个完美的、合适
的时机再去做这件事”，“比如要
先把工作的事情处理完，先把房
间打扫完或者等我的心情好一
点再去跑步。这两种思维都有
可能会让我们原来的体重管理
计划进入一个‘失控’的状态。”
杨昆升建议灵活重新审视和适
当调整自己原来的目标和规划，
增加我们在假期体重管理的掌
控感，从而产生持久的动力。

“听过很多减肥的道理，依
然做不好体重管理。”在乐女士
看来，减肥道路太艰辛，她尝试
过很多方法跟产品，效果都不太
理想，“好不容易减了一点点，又
反弹回来，接下来的假期不知道
我又要胖几斤了。”

在服务的过程中，绿瘦体
重管理服务管家曼曼遇到很多
像乐女士一样“自助式”减肥难
的用户。“除了给予专业的支
持，在和脂肪的战争中，他们还
需要有人督促和陪伴。”曼曼表
示，她的最大职责就是做好用
户的“贴心管家”，定期提供营
养食谱，告知用户哪些食物不
能吃，哪些食物可以多吃，“用
户不确定能不能吃的食物，我
会让他们先发照片给我看，像遇
到中秋节日，我会告诉用户月饼
含糖量高，1个月饼抵3碗米饭
如果贪嘴了当天就要加强运
动。”此外，帮助用户养成规律作
息习惯，每天提醒用户“上秤”，
通过后台了解用户身体数据变
化，联动“五力”实时调整方案
和给予鼓励，都是绿瘦服务管
家的工作。乐女士表示，“假期
要 是 有 这 么 一 个 人‘ 管 住 自
己’，有望瘦身成功。”

管家贴心服务的背后，是绿
瘦“五力合一”服务核心角色
——体重管理规划师全盘统筹，
量身定制体重管理方案。绿瘦
体重管理规划师晓彬指出，和乐
女士一样通过自查资料进行饮
食瘦身、自助式瘦身，且缺乏陪
伴和激励，容易导致体重管理效
果不明显、容易反弹等，可见，体
重管理方法虽重要，但更需要服
务。和单一化、效果不理想、易

反弹的产品不同，绿瘦“五力合
一”服务强调多维度综合干预，
通过“五大角色”——体重管理
规划师、营养顾问 、运动顾问、
心理顾问、服务管家形成合力，
全程参与用户的体重管理过程，
如同战友般陪伴用户打赢“脂肪
战争”。

今 年 8月 ，绿 瘦“ 五 力 合
一 ”服务在广州正式发布，发
布会上，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营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
静，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
谋明，运动科学博士、美国GRS
运动康复师符彪等来自营养
学、运动学领域的专家均表示，
体重管理是个“大工程”，需要

“因人而异”和综合多维度的专
业指导。

绿瘦体重管理规划师晓彬
表 示 ，在 中 秋 和 国 庆 阖 家 欢
乐、举国同欢的日子里，我们
无论宅家还是出游，科学的体
重管理是保持健康体魄的重要
方面。“我们的指南从营养、运
动、心理方面给予体重管理建
议，希望帮助大家度过一个完
美假期。”

规律三餐 月饼等高热量食物浅尝辄止

碎片化运动 高效又易适应

勿让假期“拖延症”导致体重管理失控

绿瘦“五力合一”贴心服务
陪你假期科学管理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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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运动更健康
不同年龄运动方案要选对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靳婷 刘莎
图/视觉中国

越运动越胖？
专家：运动是需要系统指导的大工程

科学运动应该贯穿人的一生。不同人生阶段，
运动都会带来不同的益处。

“值得提醒的是，中青年反而是最应加强科学运
动的人群。”广东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骨科副主任
医师侯晓东表示，许多人年纪轻轻就被检验出“三
高”、肿瘤指标物偏高等情况，身体的衰老进程已经
超过了实际年龄。侯晓东表示，通过建立科学的生
活、运动习惯，可以令各类健康风险大为降低。

不同年龄，有何不同运动重点和科学运动方
案？以下详细分析。

青少年时期（12-18岁）
运动重点：促进平衡感、运

动协调能力发展，促进肌肉正常
发育

运动方案：多样化，建立运
动习惯

此时是骨骼、肌肉和智力发
育的突飞猛进阶段，要让青少年
接触多样化运动，培养一两项运
动爱好，形成终生受益的运动习
惯。也有利于青春期之后在进
行更高强度的抗阻训练，增加肌
肉强度和肌耐力。但侯晓东提
醒，此时若非经专业训练，不要
过早进行如马拉松等过度消耗
体能挑战身体极限的运动，以免
拔苗助长。

青年奋斗时期（18-35岁）
运动重点：促进心肺功能，

增加肌耐力和爆发力，保持关节
灵活性

运动方案：增加运动强度，可

加强力量训练，多进行团体运动
这一时期是人生重要的奋

斗阶段，许多年轻人未必能保持
每天定时运动，可改为每周运动
两三次。延续青少年时期的运
动爱好，提升技战术和相关训
练。这样既能提高运动竞技水
平，也会在身体获益的同时促进
心理健康。例如喜欢长跑的人
会增加核心训练、本体感觉训
练，喜欢球类运动的会增加力量
练习和协调功能训练。

由于工作压力变大，此阶段
时可多进行团体运动，如篮球、
足球、羽毛球等，锻炼体能之余，
也能增强团队协作能力和自信
心，舒缓精神压力。

但在剧烈运动前一定要充
分热身，运动中避免肌肉、肌腱
和关节的损伤。

中青年时期（35-50岁）
运动重点：预防肥胖，保持

健康体脂比和肌肉量，保持心肺

功能
运动方案：分时段、多次运

动，减低高强度运动占比
这个年龄层工作家庭压力

大，通过坚持健康生活方式和科
学运动，预防向心型肥胖，改善
睡眠，缓解压力，促进新陈代谢，
减低各种慢病的发生。

此年龄阶段主要是运动习
惯的维持，建议分时段、多次运
动，降低高强度无氧运动占比，
增加舒缓的有氧运动。以运动
后第二天无明显疲劳感，衡量运
动是否过量。运动时可同时监
测心率，达到靶心率强度运动效
率最佳，而非一味追求高强度，
或毫无强度的运动。

运动方式上，可选择针对性
的核心肌群训练；减少躯干部脂
肪沉积，维持四肢肌肉力量。运
动时注意避免关节过度磨损。

中年后期（50-65岁）
运动重点：强调运动安全，

防止肌肉萎缩，注意保护关节
运动方案：减少对抗性运

动，可进行增强小关节灵敏性的
运动

度过了家庭工作的“多事之
秋”后，这阶段人们对自己身体
更为了解，此时运动要持久、安
全，减少对抗性，避免受伤造成
的痛苦和运动中断。太极拳、八
段锦等较舒缓有氧运动，有助于
改善关节的活动度；乒乓球、桌
球、高尔夫球等小球运动，也可
增加手脑协调性、灵敏性。

老年期（65岁以上）
运动重点：防止退化
运动方案：兴趣为主，体力

为限，单人或小团体运动
这个年龄层十分关注自身

健康，此时与老伴或朋友，进行
双人或小团体运动最合适不过，
既能互相督促，又有安全照看保
障。可在体力支撑限度内，以兴
趣为主，愉悦地进行运动。

资讯

前段时间，一位女明星在
网上吐槽，自己运动后体重不
减反增，短短三个礼拜长了11
斤，由此也引发大量网友共鸣，
纷纷表示遇到同样情况，“越运
动越胖”是真的吗？

不存在“越运动越胖”
体重管理要综合运动、

营养、心理等因素

“从本质上来说，不存在
‘越运动越胖’这个理论。”绿
瘦减肥训练营总教练、NSCA-
CPT美国国家体能协会认证教
练符小龙指出，运动需要能量
的消耗来完成，而能量消耗需
要身体里的供能物质，其中供
能物质就包含脂肪，因此运动
必然会降低脂肪的储备。

针对运动后体重不减反增
的现象，符小龙表示科学的体重
管理需要综合运动、营养、心理
等多方因素，“单纯的运动会导
致你的胃口大开，同时很多人在
运动后喜欢喝一些含糖量极高
的运动饮料，错误的饮食管理导
致运动带来的消耗效果基本被
多余进食的热量覆盖，就导致了
更多的脂肪储备，所以就会有

‘越运动越胖’这个假象。”

超重者进行体重管理
运动必须专业指导

为了减肥，身高162cm，体
重160斤的李女士买了一台跑
步机，每天在家跑1个小时，最
近感觉“膝盖疼”。运动科学博
士、美国GRS运动康复师符彪
表示，体重管理过程中，运动也
是个需要专业指导的“大工
程”，减脂期间要遵循全身整体
参与原则，塑形阶段遵循局部
肌肉多次数刺激原则。

符彪特别提到，科学运动
中排在首位的是“运动风险检

查评估”，“先排查三高等心血
管疾病，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出
现意外；还有动作质量方面的
评估，大体重人士尽可能避免
跳跃运动，跳跃后地面对关节
的反作用力4-8倍；运动过程
中把控好强度，如心率水平、负
重强度、动作难度。”符彪列举
了跑步减肥“把膝盖的软骨都
磨没”、深蹲“把半月板蹲撕
裂”、练瑜伽压腿、盘腿导致

“股骨骨折和内侧半月板损伤”
的临床案例，“一旦出现运动损
伤，我们应停止运动，接受康复
治疗，尤其是出现膝关节疼痛
的情况。”

避免“假期发胖”
青少年体重管理要以

全身的有氧运动为主

今年受疫情影响，复课以
后，有关学生“假期发胖”的话题
频频登上热搜。青少年是祖国
的未来，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尤为
重要。根据中国学生营养与健
康促进会指导，广东省绿瘦慈善
基金会主办和发布的“长颈鹿行
动”《青少年体重管理健康公益
手册》，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
阶段，建议青少年运动要以全身
的有氧运动为主，如跑步、游泳、
羽毛球、排球、篮球、足球等，此
外，青少年要避免举重、长途马
拉松、潜泳等运动强度大、对抗
性强、能量消耗过大的运动以及
屏气时间太长的运动。

近期，受疫情影响，由绿瘦
慈善基金会主办，以网课形式
进校园的“长颈鹿行动”青少年
体重管理公益课程在从化区第
二中学、广州市铁一中学亚运
城校区、神岗中学等多所中学
展开，学生小琳（化名）在课堂
后写下关于运动的感悟“每天
至少运动1小时，饭后别老是坐
着，多做有氧运动。”（文/杨广） 设计统筹/黄文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