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作要领 ：

俯

卧， 双肘弯曲支撑在地面

上，肩膀和肘关节垂直于地面，双

脚踩地，身体离开地面，躯干伸直，头

部、肩部、胯部和踝部保持在同一平面，

腹肌收紧，盆底肌收紧，脊椎延长，眼睛看

向地面，保持均匀呼吸。

建议： 每天

4

组， 每组时间在

2～3

分

钟，每组中间休息

20

秒。 坚持不了

2

分

钟可先坚持

1

分钟，循序渐进。 可给自

己制定小目标，比如每天比前一天

多坚持

5～10

秒。

责编：李月婷 美编/本版制图：林燕芳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06

社区生活帮

宅家运动，提高免疫力

疫情防控期间，适当锻炼可以提高免疫力，钟南山院士也呼吁市民多运动。本

期， 记者采访运动达人 Jerry， 让他告诉大家如何在疫情防控期间进行适当的运

动。 Jerry表示，因为室内（家里）的活动范围有限，街坊们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可

提高心肺功能或锻炼肌肉的健身动作。

信息时报记者 黄骆

疫情让心理感冒？ 快来调解心理健康———

转移注意力，将烦恼有效隔离

动作要领：

练腿之道

在于练肺活量，提高心脏功能。 可以

说大腿肌肉的发达程度与肺活量和心脏功能

成正比。 蹲得越深，需要的肺活量越大，心脏功能越

强。 显然，下半蹲的肺活量大于上半蹲。

双脚分立，与肩同宽。 胯部缓缓下降，确保双膝不超过脚

尖，保持躯干收紧，大腿与地面至少平行或者更低。 背部挺直，不

要和平时那样驼背下蹲，臀部向后坐，想象自己坐在一张隐形的椅

子上。 然后恢复站立姿势。

任何时候都保持身体挺直，并尽可能最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 若

要增加难度，手臂或腿可以提高。 需要一个比较合适的平板，不能太硬

也不能太软。 肩膀在肘部上方，保持腹肌的持续收缩发力(控制)。

建议：不建议

4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做平板支撑，但坚持长久运动、

身体素质过硬的人群则没问题。 由于该运动会对血管造成压力，患有

心血管疾病者也不建议进行。

平板支撑

深蹲

动作要领：

跳绳是

一项全身性运动，运动量比

较大，建议分组进行。给自己规划

下，比如一次200个，分5组跳完；再比

如从一组30秒坚持到2分钟等。 绳子有

很多种跳法，双腿齐跳，单脚跳，交叉跳，

花样很多，不至于乏味。

建议： 跳绳是一项比较激烈的运动，

运动前后一定要做好身体各部位的热

身及放松运动 ，如肩膀、手臂 、手腕、

脚踝等部位的活动。

跳绳

动 作 要 领 ：

可

迅速提高心跳率， 让身体加

快进入燃脂状态， 还有助于肩膀、

手臂、腿部肌肉的锻炼。

站直身体，双手放在身侧；跳起时，双

脚向外，双臂高举过头；落地时，双脚合起，

双手放回两旁。

膝盖不要向内侧弯曲，应面向正前方。脚

尖落地时要轻，膝盖微弯曲并保持膝盖朝向

脚尖。

建议 ：一组坚持

30

秒 ，休息

15

秒 ，

可循序渐进增加组数及运动时间

动作要领：

波比跳也

叫立卧撑跳， 是一种结合了深

蹲、俯卧撑、蹲起跳、屈腿收腹等动作，

能够活动全身75%以上肌肉群的运动。

第一步：

蹲下，将双手撑在地面，与肩膀同

宽；

第二步：

用力将双腿同时后蹬，成为一个手掌

平板支撑或者俯卧撑撑起时姿势；

第三步：

完成一个俯卧撑；

第四步：

屈屈腿、向前跳，成为一个俯卧收腹的姿

势；

第五步：

从俯卧收腹姿势完成一个向上纵跳。

建议：训练计划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狂进

行选择： 可以在

40

秒里做尽量多的波比跳，休

息

20

秒为一组；也可以做

20

个波比跳，休息

30

秒为一组；强度适应了就可以调整

次数及休息时间。

波比跳

开合跳

疫情突如其来， 不仅给感染

者带来躯体上的痛苦，也给疑似

患者、 一线救护人员甚至普通大

众带来心理困扰，很多人出现焦

虑、抑郁和睡眠问题。

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

医师甘照宇表示， 疫情给公众带

来的心理冲击力是巨大而且是

持久的。 受此影响， 一些个体的

确会出现“心理应激反应”症状，

如惊弓之鸟。 他建议， 当出现提

心吊胆等糟糕情绪时要及时宣

泄不良情绪， 可以采取倾诉、运

动、劳作如织毛衣、种花等，转移

注意力，让自己达到一种“忘我”

的境界，将烦恼有效地隔离。

信息时报记者 黄骆

甘照宇认为， 首先要控

制信息源，减少应激信息的

输入。“不要让自己整天暴

露于疫情信息中， 要做到有

限的关注。 毕竟， 对于大多

数公众来说， 既不是医学方

面的专家， 也不是疫情防控

的决策者。 对于疫情信息，

他们大多一知半解， 很容易

对疫情信息的误解误读，从

而带来不必要的恐慌。 ”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疫

情信息，市民要学会正确甄

别。 互联网时代， 各种信息

满天飞。 许多不实的谣言，

很可能催化公众的恐慌情

绪。在此情况下，大家要不造

谣、不传谣，还要学会识别谣

言。

此外，甘照宇还提醒，疫

情应对是一件劳心劳神的

事， 不仅需要个体有足够的

智慧， 还需要有充足的体能

储备。 因此， 要有效应对疫

情，首先得让健康的体魄、充

足的体能才行。因此，无论环

境多么恶劣，处境如何困难，

都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让自

己睡好、吃饱。 有些情况下，

可能未必能吃好， 但至少要

尽量让自己吃饱。 还有些特

殊情况，会令个体无法安睡，

可以在咨询医生的情况下适

当吃一些帮助睡眠的药。

“今天隔壁小区确诊了一

例。 我回家都要经过他们小区

门口，不会被感染了吧”甘照宇

表示，受疫情影响，不少市民会

出现类似的“心理应激反应”，

主要包括负面认知模式。 比如，

警觉性增高，如惊弓之鸟般，对

疫情信息草木皆兵， 总担心自

己以及家人会染病。

此外， 焦虑恐惧也是常见

的情绪。 甘照宇表示，尤其对于

被隔离的个体， 会经常感到孤

独、无助、苦闷以及忧伤；而出

行受到限制、 求助得不到回应

的个体， 会把自己的种种不顺

迁怒他人； 而对于亲历疫情现

场尤其是目睹亲人或病人离世

的个体， 还会出现情感上的麻

木， 即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丧失

情感体验，变得麻木、迟钝。

值得一提的是， 有的市民

在疫情发生后， 居家反复测量

体温、 反复咨询跟疫情有关的

问题、反复洗手、反复就医等。

“有些人看完介绍疫情的文章

后觉得自己胸闷， 觉得自己需

要看医生。 ”甘照宇说，这些都

是主观上的生理不适。 还有的

市民出现减退的生理机能，出

现睡眠障碍，疲乏、无力，专注

力也下降等。 甘照宇称，若出现

这些症状， 要警惕心理应激反

应的可能， 要进行心理危机的

自助。

警惕“心理应激反应” 医生建议每天“睡好吃饱”

深蹲

波比跳

本栏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