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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焦虑” 让当代人对自身身材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人投入

到了减脂大军当中。 可是，工作忙、健身

房太远、 没有时间、 经济情况不允许

……各种原因让大部分人在健身的道

路上半途而废。

此时，“跳绳”这项不因场地限制的

减肥运动就受到大家追捧。 网传跳绳燃

脂、瘦腿......好处多多，但不少读者也因

运动方式不当而误伤膝盖。 那么，如何

才能科学有效的驾驭这项运动，达到预

期效果呢？ 本期“美丽健康有约”邀请到

南方医科骨科主治医师程勇泉博士来

为大家一一揭秘“跳绳”那些事。

跳绳不粗腿，能燃脂减肥

“跳绳是一项很好的减脂运动。 ”程

医生介绍，在摇绳—跳起—落下的过程

中，能很好地锻炼心肺功能，提升身体

协调性， 对空间和时间要求都不高，可

以随时随地抽空运动，对工作繁忙的打

工人来说很是友好。

“长期跳绳会粗腿吗？ ”面对网友疑

惑，程医生告诉记者，大部分人腿粗的

原因，是因为脂肪堆积过多，而肌肉力

量相对不足。 跳绳作为一项“爆发性运

动”， 确实会对腿部肌肉产生一定的刺

激。 在运动初期，脂肪还没有消除，而肌

肉可能会因为受刺激而充血、 变硬，会

暂时产生“越运动腿反而越粗”的假象。

程医生表示，因为跳绳主要由小腿后方

肌肉发力， 建议每次跳绳之前充分热

身，跳完后尽量放松身体，做好腿部拉

伸动作，“尤其是踝关节的拉伸，随着减

肥过程的长期坚持，你会发现，腿部线

条会越来越漂亮”。

跳绳减肥，怎么跳？

想象一下，很多人可以坚持慢跑一

小时甚至马拉松，却几乎没有人可以坚

持跳绳一小时。

由于跳绳是相对高强度的运动，程

医生建议读者们不要一直处于这种高

强度的状态。 而是采用高强度间歇运动

(HIIT)， 以跳绳———休息———跳绳———

休息......这样循环来安排。

“一般可以跳 100-200 下停下来休

息一下，让肌肉能够得到一下放松。 在

休息的过程中可以做一些放松小腿肌

肉的活动，比如站立踮脚尖等。 ”

对于运动量的建议，程勇泉医师则

表示因人而异，建议普通人单次跳绳不

要超过 800 个，运动细胞很发达的读者

也不要超过这个数字太多。“因为一次

运动量太大，可能会对膝关节和踝关节

造成比较大的冲击，导致运动损伤。 ”

要想减肥效果好，程医生建议可把

跳绳与其他运动相结合，如快走、慢跑

等交替运动，并再次过程中维持减脂心

率[计算公式为：

（

220─

现在年龄）

×0.8=

最大运动心率]，运动 30 分钟以上，这样

减脂效果更好。

此外，为保护好关节，建议最好选

择平坦又弹性的塑胶地面上跳绳，不要

在水泥地面直接跳。 如果只能在水泥地

面

（例如家里）

跳，可以垫一层瑜伽垫减

震缓冲。

什么样的人不推荐跳绳？

跳绳虽好处多多，但并不适合每一

个人，不建议盲目跟风。

程医生提醒，体能基础差、常年不

运动、体重基数过大的人不建议轻易尝

试。 对于踝关节、膝关节不好的人，跳绳

重复条约动作，会给关节增加负担。 此

外有被医生诊断过椎间盘突出的人，也

不建议这种弹跳运动，因为跳绳过程中

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的压力增加，导致椎

间盘突出加重。

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慧

有约美丽健康

跳绳燃脂效果好 掌握要领更重要

解放身材焦虑 大码女装有庞大市场

业内分析称其头部品牌优势不明显，未来市场格局仍存变数

□

信息时报记者 袁婵

近日，综艺节目《大有可为的我》正式开

播。 作为全网首档以“大码女孩”为主角的女性

成长励志真人秀节目，让观众看到了“大码女

孩 ”的美与自信。 近些年随着女性独立意识

的崛起，借助短视频平台，更多的“大码女

孩”开始发声如何解放身材焦虑。 而在市场

方面，“大码女孩”亦被关注。 中国的

大码女装市场在近年迅速发展，不少

新品牌纷纷入局。 相关数据显示，大

码服装市场迎来了新的发展空

间，2020年中国大码服装市场价

值就高达109亿美元。

“大码女孩”异军突起

据了解， 在这个人人追求A4

腰、体重不过百的年代下，女性朋友

们都拼命想将自己瘦成纸片人、装

进S甚至XS码数的服装里。 但也有

另一股异军突起， 她们不为身材焦

虑，欣赏自己的美，以影响更多肥胖

人群。

记者观看综艺节目《大有可为

的我》发现，从体重来看，节目中的

27位大码女孩个个都与“白幼瘦”的

审美潮流无关。 但与胖女孩刻板印

象中宽松、遮掩身材的穿搭不同，节

目中的她们均自信地展示自己的身

材，有的身穿鲜艳的短裙、有的身着

性感的泳衣。

据了解， 该节目由明星经纪人

杨天真发起， 记录了27位来自各行

各业、身怀绝技的大码女孩，历经重

重考核竞争成为杨天真的品牌合伙

人的全过程。 节目以容貌焦虑和身

材痛点破题，刷新“大码女孩”在大

众环境中的刻板印象。

除了综艺节目， 当下大码女孩

们还通过社交媒体来进行发声。 记

者注意到在小红书、 抖音等平台内

正涌起一波胖子主播大军， 她们正

教穿不下S、M或L的女性朋友如何

穿搭，如何欣赏自己的身材美，如何

解放身材焦虑等。

全拓数据通过社交媒体人群属

性标签分析发现， 目前小红书上以

“大码”“微胖” 命名的达人有超过400

人，相关笔记超过13000篇；以“大码”为

关键词的抖音播主3523个，以“微胖”为

关键词的抖音播主3809个， 她们以不

同身份构建、填充着大码经济圈。

大码女装市场频频迎来新玩家

据了解，大码女装早已被市场关注。

国外市场方面， 自2017年以来， 除了

Nordstorm、Amazon和Walmart等零售商

相继推出大码服装品牌，J.Crew、Forever

21、Nike等时尚及运动品牌也纷纷扩展

大码服装系列，以求吸引更多消费者。

而中国的大码女装市场亦在近年迅

速发展，迎来不少新玩家。“独束”是一家

诞生于电商的女装品牌， 目前天猫店铺

粉丝超过52.4万，京东店铺共有超过12.9

万人关注。据天猫数据显示，在2021年天

猫618期间，女装品牌独束成为大码女装

类的销售冠军。

2020年6月，以明星经纪人身份走红

的杨天真宣布卸任所有经纪人业务，转

向直播行业， 并推出Plusmall， 专注于

120-220斤女性的大码女装。 据悉，2020

年7月25日，杨天真在小红书进行直播首

秀， 这场直播最终取得730万的销售额。

目前，Plusmall淘宝店的粉丝数量超过

43.3万。

根据央视财经2019年的报道， 在杭

州的大码文创基地， 一位相关工作人员

称，2018年大码女装的淘宝店铺就已经

超过了一万家， 其中年销售额过亿的超

过了10家。

大市场，却缺头部品牌

根据国新办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

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

)》，我国城乡

各年龄组居民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18

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

34.3%和16.4%。

记者了解到， 随着女性消费群体自

我意识的提高，“以瘦为美” 的观念正在

被打破， 越来越多的女性消费者逐渐接

纳自己的身材。 大码服装市场也迎来了

新的发展空间。 全球零售智库Coresight

Research数据显示，2020年， 中国大码服

装市场价值高达109亿美元。

不过看上去很美的百亿大码女装赛

道，并没有想象中好走。 大码女装行业

面临着没有头部企业、消费者尚未形

成固有品牌印象的问题。 据魔镜市场

情报数据分析，大码女装线上市场头

部品牌优势不明显， 未来市场格局仍存

变数。

“大码女装一直是‘有品类无品牌’

的状态。 ”有服饰从业经营者表示，大码

女装只是女装行业里垂直的品类之一，

不像全女装市场和均码女装市场， 只能

算小众，客单价也不高。

服装行业专家吴少波表示， 随着女

性消费群体自我意识的提高，“以瘦为

美”的观念正在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女性

消费者逐渐接纳自己的身材。 吴少波提

到， 目前市场尚未出现规模较大的大码

女装品牌，除了资本投资的问题外，更多

的是品牌缺乏自我宣传。

尽管目前服装行业尚未出现市场规

模较大的大码女装品牌， 但大码女装生

意似乎并不难做。吴少波认为，消费者在

服装选购时除了考虑价格、风格外，也会

考虑身材与服装的匹配度。 尽管受限于

身材，但女性追求美是永恒的话题，与其

他细分领域相比， 大码女装的消费群体

相对固定，复购率也相对较高。

据魔镜市场情报数据分析， 大码女

装的高端化、 优质化或是下一步的发展

趋势，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大码女装品

牌或将在版型设计、面料开发、色彩、质

感等方面实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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