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药物会导致血脂升高的状况，如降压药硝苯地平等。硝
苯地平有较好的降压和扩张血管作用，但服用此药后，血液中的
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浓度会显著上升。近年临床研究发现，在人们常
用的药物中，有些药物可以引起血脂异常，使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总
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极低密度脂蛋白不同程度地升
高，而使有益于人体健康的高密度脂蛋白降低，结果给人体造成损
害。除硝苯地平外，复方降压片也是导致血脂升高的药物之一。

B02
2015年8月11日 星期二

编辑：徐 洁

美编：许雁爽 组版：韩舟

运
动
汇

药
箱

这些药物易致血脂升高

文/张娜

盛夏越是酷热，便越是想吃一
碗打卤面，有饭有菜，简单易做，能
最快地逃离夏天闷热的厨房。

打卤面简便家常，关于打卤面
的印象记忆，仿佛总是在家中和亲
朋好友一起。就像这个“卤”字，延续
千年，从最早单指用来煮制食物的
汤汁，细分到中国北方特指用于浇
在面条上的炒菜。

于我而言，打卤面区分了父亲
和母亲两边的家族习俗。20多年前，
小学生时代的我，暑假中的一个月
必定会去北京看望姥姥和姥爷；另
一个月则去青岛看望大伯和姑姑。

在北京，姥爷对打卤面的制作
依然坚持着老派的京城标准：必得
是用猪肉煮成白汤，再加入五花肉
片、虾米、口蘑、黄花菜、木耳、鸡蛋，
勾芡制作而成配菜，才能被称作“打
卤面”。至于平时我在家常吃的西红
柿鸡蛋卤、三鲜卤、茄子肉丁卤，只
会被叫做“花卤”。

待年纪渐长，读了唐鲁孙、汪曾
祺等写的京城风俗，才知道北京打
卤面最讲究用鸡汤、羊汤、大骨汤这
样的好汤头做卤，还要把水发黄花
菜、口蘑的水也加进去才够味。这样
的卤，又以勾了芡的“混卤”最为正
宗。

现在想来，如此“打卤”膳食结
构均衡，有肉、有菜、有菌菇，有鸡蛋
和海米，过油炒后再用肉汤煨煮，更
可以增加营养；而淀粉的加入，则让
汤菜更加融合，突出风味，同时还可
以保温蓄热，不至于快速冷掉。

再想到姥姥、姥爷吃打卤面时，
都是半碗面上浇半碗卤，而且不过
多搅拌，直接从碗底挑面带起菜卤
的吃法，还真是最合理高效的吃面
之法。

到了青岛，餐桌上的打卤面就
变成浓郁的山东风味，除了北方打
卤面常见的各种蔬菜，不时在碗中
面菜之间浮起的海米和海红，将胶
东半岛喜食海鲜的传统表露无遗。
我姑姑做打卤面还有个小秘诀，就
是用小火炸出一小碗花椒油，趁热
往卤上一浇，“刺啦”声响，椒香四
溢，一下就让人胃口大开。

至于黄瓜丝、胡萝卜丝、菠菜、
毛豆、藕丝这些清口爽脆的蔬菜面
码，也没有像在北京吃面时那样只
能配炸酱面，只要喜欢，山东打卤面
的面碗，永远为它们敞开。

我的少年夏季时光，就是在各
家亲戚家吃面中悠然度过，仿佛老
舍在《牛天赐传》的小说里写的：“一
个人有面吃，而且随便可以加卤，也
就活得过了。”这也许是每一个中国
人心里，对平和日子的期待。

登不得大雅之堂，上不了丰盛
之席，打卤面就这样同平凡家常相
伴，桌边吃面的亲友来来往往，只有
那一桌的菜卤、面码，平实亲切地迎
接下一碗手擀的面条。就像电视剧

《闯关东》里，日本遗孤一郎念念不
忘的，是生日当天，山东籍养母曾为
他做的那一碗打卤面。在他心底，那
一碗打卤面就是“中国”，就是亲情。

夏日凉面

“卤”中乡关何处

晨晨跑跑OORR夜夜跑跑，，哪哪个个更更减减肥肥？？

吃相

本报记者 陈晓丽

也许你会说，跑步谁不
会？我都跑了几十年了！小记
能说，那是因为你跑得不够多
么？如果真的下决心坚持跑
了，就得了解下怎样才是科学
地跑，否则不但效果事倍功
半，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运动损
伤。为了给大家提供指导，本
报悦跑团采访了银座健身俱
乐部索菲特店明星私教张晓
炎、英派斯健身俱乐部全民健
身中心店教练部经理徐赛。

问：早上跑好还是晚上跑
好？

教练：各有利弊，早上跑
消耗更多脂肪

很多上班族早上难以早
起，便钟情于夜跑，其实早上
跑步和晚上跑步各有利弊。早
上跑步更有助于消耗脂肪，因
为身体经过一个晚上的糖分
代谢，早起运动可刺激代谢更
多的脂肪，也有助于提升一天
的精神，但同时也带来低血糖
的风险，而且有研究表明，由
于扬尘沉积和植物排放的二
氧化碳，早晨的空气质量远低
于夜晚。

对很多人来说，晚上跑步
在时间上更为便捷，但是由于
晚上跑步会导致身体处于兴
奋状态，容易影响睡眠。总的
来说，教练认为，选择哪个时
间段主要取决于个人方便，如
果非要两者择其一，就是早上
跑步更好一些。

问：在哪里跑？穿什么跑？
教练：塑胶跑道是首选，

跑步机锻炼效果最差
跑步场地通常有以下几

种：跑步机、塑胶跑道、土地、
硬化路面。从对膝关节的冲击
度上来说，从小到大依次为塑
胶跑道、土地、硬化路面、跑步

机。塑胶跑道能起到缓冲作
用，是最为理想的跑步地点，
跑步机因为靠自身转动来迫
使大家跑动，更多的可以理解
为原地的小幅跳动，对于大腿
后侧肌肉和臀大肌几乎没有
锻炼效果。

鞋子最好选择专业的跑
鞋或综合训练鞋，可以兼顾透
气性、脚掌稳定性和缓震作
用，最好去正规体育用品店购
买。在衣服的选择上，应选择
速干面料，同时不应过于肥
大。棉质衣服虽然吸汗能力
强，但是汗湿以后却不易变
干，舒适度较差。同时，女性一
定要选择运动型内衣。

对于男性来说，如果单次
跑步时间较长，比较常见的问
题是会磨破乳头。可以提前贴
上创可贴或在运动衫里面穿
件速干紧身衣，以减少摩擦。

问：正确的跑步姿势是什
么？如何减少运动损伤？

教练：脚后跟先着地，膝
盖不可内扣或外翻

如果坚持长期大量运动，
运动损伤几乎难以避免，但
是，跑步过程中一些错误做法
则加大了损伤风险。

首先，在跑步前应做好热
身，主要是拉伸动作。（见图）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喜
欢转动手腕、脚腕和膝关节来
热身，其实这是错误的做法。
转动动作增加了关节的不稳
定性，运动时受伤风险反而会
增加，而且膝关节其实很少承
担转动功能，这种动作会挤压
半月板，损伤关节。

其次，正确的跑步姿势很
重要。有些人跑步时喜欢低头
看着路面，这样会使身体重心
前倾，加大颈部压力，正确做法
应是目视前方。脚落地时应后
脚跟先着地，然后过渡到前脚
掌，同时应保证大脚趾和二脚

趾指向前方，或向外偏5°左
右，内扣或外翻不仅容易损伤
关节，也会使腿形越跑越难看。

问：跑步跑多久合适？
教练：40分钟以上可减

脂，速度应注意快慢交替
跑步速度以跑步时的个

人感受为准。跑步时能够与身
边的人正常说话而略喘，就是
合适的速度，过快或过慢锻炼
效果都不好。

如果以减肥为目的，每次
跑40分钟左右为宜，前20分钟，
主要消耗的是体内的糖分，20

分钟以后才会开始动员脂肪。
慢跑更多的是消耗脂肪，快跑
才能动员脂肪组织，因此，在
跑步速度上可以采取快慢交
替进行的方式。

教练提醒，任何运动都应
循序渐进，不能超过身体承受
限度。尤其是对于体形偏肥胖
的人，如果此前一直没有进行
规律性锻炼，最好从6-8分钟开
始，慢慢增加跑步时间，否则
会对膝关节造成过大压力。

问：跑步会让女生腿变粗
吗？

教练：不会，跑步结束记
得拉伸

跑步不仅不会让女性腿
变粗，长时间的有氧运动还将
带来流线型的肌肉，会让腿部
更加修长。同时，出于雄激素
对肌肉生长的刺激作用，女性
肌肉生长的效率和男性有很
大区别。女性体内睾酮素含量
仅为男性的1/14，如果想获得
与男性同样的肌肉，几乎要付
出十几倍的肌肉训练才行。

跑步结束后的拉伸动作
也特别重要。可以将脚后跟搭
在较高的平台上进行前压和
侧压，强度以感到稍微疼痛为
准。跑步前应进行拉伸大腿前
侧、小腿后侧和臀大肌的热身
动作，每个动作保持静态，坚
持20秒钟左右。

不少女性反映坚持跑步
一段时间小腿越来越粗，教练
表示，如果跑步时前脚掌先着
地，就会过度刺激小腿腓肠
肌，导致小腿越来越粗。

攻略

你造吗，我们在寻找“山东跑神”

“悦跑团”邀你跑，群号：284950780
本报济南8月10日讯（记者

陈晓丽） 自今日起，热爱
跑步的你将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本报生命周刊发起的“齐
鲁晚报悦跑团”成立啦！无论
你是已经有多年健身经验的
跑步发烧友，还是刚准备开始
锻炼的运动小白，我们都欢迎
你的加入！

加入悦跑团，你将享有

诸多便利，如果你觉得一个
人跑步难以坚持，距离不远
的跑友们可以约在一起互
相鼓励和陪伴；如果你有关
于跑步的切身心得体会，经
验或者教训，请不吝于和小
伙伴们分享。

悦跑团里牛人多多哟！除
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这里
还有资深跑友、资深专业健身

教练和骨科医生，回答各种关
于跑步健身的疑惑。

此外，加入悦跑团福利
多。我们将定期举办不同的
户外活动和公益活动，组织
大家一起跑起来，届时会在
QQ群和微信群同时发布通
知，并在每期的本报生命周
刊中列出“跑步风云榜”，并
根据日常累计跑步里程数以

及在我们活动中的比赛成
绩，在悦跑团成员中综合评
选“山东跑神”，并颁发证书。

不要犹豫啦！加入我们，
跑起来，追逐健康。

加入悦跑团的方式：1、QQ

群，“齐鲁晚报悦跑团”，群号
284950780；2、微信群，搜索”齐
鲁晚报悦跑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一双适合自己脚型的跑
鞋非常重要，也是正式开启
跑步人生的第一步。

在选鞋之前，先了解自
己的足型。通常，足型分为三
大类，每一种足型都和你的
身高以及足弓有关。可以用
最简单的“湿脚测试”法测试
了解自己属于正常足弓、低
足弓还是高足弓。（见右图）

正常足弓：
恭喜你，你可以穿任何

型号的跑鞋，一般以稳定系
鞋子最佳，因为它能给你足
弓中部提供足够的支撑。
低足弓：

你需要选一双稳定系的
跑鞋，且有双密度的夹层鞋
底，能给你更好的支撑效果，
适合轻微的内翻跑者。如果
你是一名内翻严重的跑友，

建议选择控制性跑鞋，坚硬
的鞋底给你更好的保护，避
免减震垫太厚，同样适用于
那些身材高大、大体重或者
罗圈腿的跑友。
高足弓：

建议这样的跑友选择中
性缓冲鞋，因为他们需要软底
增强旋前肌吸收落地的冲击
力，建议选择减震垫较厚的
鞋。

选选跑跑鞋鞋，，足足弓弓是是关关键键

跑前热身运动：原地跳动和蹲起，动作幅度由小到大；找一面墙，

一手扶墙，单腿站立，另一条腿向后弯曲，另一侧的手帮助拉伸，以拉

伸大腿前侧肌肉（图一）；扶墙，一条腿正常站立，另一只脚抵住墙面，

以拉伸小腿后侧肌肉（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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