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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痛！ 肩颈疼痛！ 偏头痛！ 因为久坐办公室，这些身体疼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扰。 别慌，亚历山大技巧会告诉你解决之道。

亚历山大技巧，拯救久坐不运动的你

悦读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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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划重点：恢复自然体态，向身体疼痛说“不！ ”

亚历山大技巧是流行欧美百年的健康训练体系。很

多人将体态问题简单化为是否站直或坐直的问题，但真

正的衡量标准在于我们的身体能否依靠一系列自然反

射来获得支撑和平衡。我们习惯于干扰这些自然反射的

运转，让肌肉无意识地紧张，这正是背痛等问题的主要

原因。 所以，提升意识是第一步。 哪怕一个简单的动作，

比如从椅子上站起来， 都可能会给颈部和脊柱带来损

伤，因为我们站起身时经常无意识地把头朝后仰，这样

对我们的脊柱会形成很大的压力。通过了解这一习惯并

让头部向前上方移动，我们就可以用最轻松的力气站起

来，避免有害的肌肉紧张，并促成轻松、优雅的动作。 这

就是亚历山大技巧的全部精髓。

手把手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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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技巧老师正在阻止她的头部向后

仰，因此她的脊柱也得以伸长，这使她整个身体

在跑步中向前上方运动。

一段时间后，你自己就能把握住这种自由的

感觉———你不仅能够跑得更快、更久，你的跑步

水平也会上升到全新的层次。你会觉得好像所有

的关节都被润滑过，你会带着一种新的自由和愉

悦感运动。 现在这位跑者的姿势更挺拔了：脊柱

支撑着头部、躯干、手臂和肩膀都可以自由流畅

地运动。最终，她跑起来更优雅了，她甚至会发现

自己的跑速提高了，而这不费一点儿力气。

过分沉浸于屏幕上的信息会让你完全意识

不到自己的姿势。在这张图中，她两腿交叉，导致

骨盆旋转， 她的右脚脚趾承受着双腿的重量，上

背部弓起，头部由于颈部肌肉的紧张而后仰。

意识到自己使用身体的方式有助于你预防

紧张鸡肋，如果你抵制住使劲伸向前看屏幕的冲

动，你的头部就会平稳地位于脊柱上方。另外，将

双腿平放在地面上会让你脚步的反射充分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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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时双腿扭曲， 一腿绕在另一腿上方，会

导致你的整个身体不能挺直。有些人认为这个姿

势是优雅的，但是它却可能在腿部、下臀部和颈

部产生过过度的紧张。

当长时间坐着阅读时，有益的姿势是让你的

头部、脊柱和骨盆在一条直线上，从而让它们互

相支撑。如果你放直双腿使膝盖位于两腿的正上

方，这也会给你的腿部带来支撑，有助于缓解下

背部肌肉的压力。

（以上内容节选自《亚历山大技巧》）

《亚历山大技巧》

（爱尔兰）理查德·布伦南

番小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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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满堂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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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医派传人翁泉海亦医亦儒亦侠， 他医术精

湛， 行事光明磊落， 很快便扬名上海滩， 却受到同行

的嫉妒和排挤。 西学东渐， 中医备受打压， 国民政府

通过“废止旧中医案” 使中医药业的处境雪上加霜。

危难时刻， 翁泉海挺身而出， 毅然带领中医同仁赴南

京请命， 为保护中医这一民族瑰宝险遭不测……这部

作品通过七个医案贯穿始终， 展现了民国时期上海滩

波澜壮阔、 社会动荡的生活画卷， 弘扬中国传统医德

医规的同时， 管窥儒家文化中的经商之道、 持家之道

和做人之道。

（美）希拉莉·乔顿 著

房小然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2

月

《老中医》

《泥土之界》

这是一部关于美国南部的小说， 同名电影荣获奥

斯卡金像奖最佳剧本奖提名。 在小说中， 在城市长大

的中产阶级女孩劳拉·沙佩尔为了摆脱孤独终老的命

运， 嫁给了一心向往种植园、 渴望用双手的劳作在土

地上创造财富的亨利·麦卡伦。 亨利为了实现他的农

场梦， 举家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搬到了密西西比三

角洲地区。 面对一望无际的棉花地， 劳拉却感到自己

被禁锢在这一方泥土之界中……

遗失声明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失人身

险投保单 K000511600155209/210/073/

171、K000511700026403/26418/26450/

40917/27636/277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陈花海鲜档遗失广

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2 份 (单联

平推式)代码 144001801110 号码 014682

77-01468278已填写已盖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湘村土家酒楼遗失空白广

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407 份 (一式两联)，代

码 4400173320 号码 56656290-566566

06；代码 4400171320号码 41208112�-41

20820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袁晓杰遗失广州联鸿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开具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1 份，

档口编号 F049，发票代码：2440115079

90，发票号码：04633318，金额 10000 元，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蔡祖欧遗失广州联鸿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开具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1 份，

档号编号 F154，发票代码：2440113079

90，发票号码：14686664，金额 30000 元，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张霆遗失由广州电生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一份。 发票代码：4400161320，发票号

码：49581860，金额：3200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金倍木制品厂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QH

UU9E，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由广州市组织

机构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072149680 的

代码证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新塘镇东华村渔岭山二

楼部分

单位名称：广州市腾岳服装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麻文兵遗失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发票一张，

发票号 KS29113727，金额 1161 元，不得其他用

途，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兴益电脑绣花打版部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25321005679，发照日

期：2005年 12月 15日。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双江手袋制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正本，核准号：J5810186822601，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特界汽车用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停

止公司经营活动，于 2019年 3月 22日成立清算

组，开始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

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

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三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广州陆羽徒步活动策划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GH8

L0L，编号 S061201604770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朱弈龙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注册号：

441521600550446，证照编码：正本 00022799

19，副本 1001799019，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叁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市胜光服装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林楚君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5600890618，编号：S0592014067661G，声

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加你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册资本由原来 1005万元减少至 10万元。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

请债权。逾期不申报， 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司将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2019年 3月 25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遗失粤

A.6B4W2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 IC卡，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威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

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广州云作顶服饰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6MA59BW2P9J，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出租车集团有限公司司机陈波遗

失保证金收据 NO.0009683 和安全互助金收据

NO.0009682，现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注销代码、法院公告、协查通知、遗失声明、清算公告

24 小时登报热线：13560272566（微信）

登报请加 QQ：122195533

今天办理，明天见报！

电话登报热线：84267279

广州市礼承广告有限公司温馨提示：网络登报需谨慎

《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经我局立案调查，广州影视艺术培训学校等 10个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当事人，具体名单见附件）

未按规定提交 2017年年度报告，违反了《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根据《广州市

社会组织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的有关规定，我局拟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的行政处罚。

因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现依法实施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我局领取《广州市海珠

区民政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地址： 海珠区新港中路 489 号佳信花园 C3、4 栋首层， 电话：

34073693），逾期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民政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有关

规定，在送达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对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申辩等权利，逾期视为放弃上

述权利。

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

2019年 3月 25日

附件：拟行政处罚社会组织名单

序号 社会组织名称

1 广州影视艺术培训学校

2 广州市海珠区第四根蜡烛社工服务中心

3 广州市海珠区构成意识教育实验培训中心

4 广州市海珠区洪德怡老院

5 广州市海珠区儒林教育培训中心

6 广州市海珠区天才宝贝儿童教育培训中心

7 广州市海珠区优能天才教育培训中心

8 广州市海珠区智翔教育培训中心

9 广州市海珠烫钻行业商会

10 广州市华海旅游职业培训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