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江北区怡东街道路改造工程的顺利实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
对怡东街及周边道路交通组织实施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自 2018 年 12 月 26 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26 日止：怡东街（环
城北路-上航港务公司）实施分阶段封闭施工，一阶段为怡东
街（环城北路-木材厂门口）、二阶段为怡东街（木材厂门口-砂
石厂门口）、三阶段为怡东街（砂石厂门口-上航港务公司），每
个阶段约 1个月，封闭施工期间双向禁止车辆通行。受限车辆
可绕行怡西街、砂场等道路。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交通
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江北区城市管理局

2018年12月21日

关于江北区怡东街道路改造工程施工期间
交 通 组 织 调 整 的 公 告

（2018年第105号）
尊敬的融创东投·悦之湾项目客户：

我司开发的悦之湾项目已通过政府部
门验收，具备交付条件。项目将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至 12 月 31 日分批次集中交
付，请您按交付通知时间如期到悦之湾西
侧交付现场 （新舟路 61 号小区西大门）
办理交付手续。具体详情请致电交付咨询
电话：0574-87186888。

特此公告。
宁波创东领秀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1日

悦之湾交付公告

为保障慈孝南路（北环西路-慈水东街）改造工程
的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自 2018 年 12 月 26 日起至
2019年5月31日止，对慈孝南路（北环西路-慈水东街）
及周边道路交通组织实施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一、交通管制方案：
（一）自2018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3月15日止：
1、慈孝南路（北环西路-慈南街）西半幅道路封闭

施工，车辆、行人在东半幅道路通行。其中，慈孝南路（北
环西路-长兴路）实施由北向南的单行交通组织，禁止
机动车由南向北行驶。受限车辆可绕行金山路、长兴路
等道路。慈孝南路（长兴路-慈南街）实施双向通行。

2、慈孝南路（慈南街-慈水东街）实施封闭交通管
制，双向禁止车辆、行人通行。受限车辆、行人可绕行慈
南街、慈水东西街、慈城新城道路等。

（二）自 2019 年 3 月 16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止：
慈孝南路（北环西路-慈南街）东半幅道路封闭施工，车
辆、行人在西半幅道路通行。其中，慈孝南路（北环西
路-长兴路）实施由北向南的单行交通组织，禁止机动
车由南向北行驶。受限车辆可绕行金山路、长兴路等道
路。慈孝南路（长兴路-慈南街）实施双向通行。

二、公交线路改道运营，具体线路调整如下：
（一）长岛花园至市妇儿医院北院的 803 路公交线

路实行双向临时改道。
1、改道走向：慈孝南路后双向临时改走慈南街、西

官山河路、新月街、滨湖环路后恢复原线运营。
2、双向临时撤销部分慈孝南路、部分慈水西街、部

分滨湖环路走向。
（二）妇儿医院南院至妇儿医院北院的 826 路公交

线路实行双向临时改道。
1、改道走向：慈孝南路后双向临时改走慈南街、赭

山路、滨湖环路后恢复原线运营。
2、双向临时撤销部分慈孝南路、部分慈水西街、部

分滨湖环路走向。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

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江北慈城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电商经济创新园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局
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

2018年12月21日

关于慈孝南路（北环西路-慈水东街）改造工程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18年第106号）

华东城电子区地处老江东中心地段，宁波

市电子元器件一站式采购区，入驻百余家经营

户，产品涵盖 IC 集成电路芯片、二三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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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海

对大多数人来说，方法得当、强
度适宜的体育运动有益于身心健
康。但对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症状的
慢性病患者以及肥胖人群，运动健
身则应讲究方式方法，最好是在专
业人员指导下进行锻炼。近日，记者
走访了有关运动医学及人体科学专
家，为大家找到不少健身的专业方
法。

糖尿病：运动也是“医生”

宁波大学大健康研究院的黄晖
明博士长期从事运动人体科学的研
究。他表示，高热量的饮食、运动不
足、精神压力大和肥胖是导致糖尿
病的重要因素。糖尿病在中国人群
中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欧美人，由于
其病程长，并发症多，临床医生逐渐
达成共识：2型糖尿病与冠心病同等
危险。

我国糖尿病的发病风险长期被
低估，大概有六成病人被漏诊。主要
原因是我们的常规体检很少检查餐
后血糖，而中国人高碳水化合物的
饮食习惯使其餐后血糖更容易异
常，所以有糖代谢异常的高危人群，
如高碳水饮食、肥胖、家族史、体力
活动不足、高龄的人群，体检时更应
检测餐后血糖或者做糖耐量试验。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胰岛素、饮
食、运动被喻为传统治疗糖尿病的

“三驾马车”。从很早开始，人们就知
道将药物、饮食和运动结合起来控
制糖尿病的发展，隋代名医巢元方
在《诸病源候论》中就有“消渴者，应
先行百步，多者千步”的论述。

为什么运动对于糖尿病具有特
殊的治疗作用，而不仅仅是强身健
体呢？黄晖明告诉记者，运动人体科
学的基础研究已经证实，长期规律
的运动确实可以很好降低和控制血
糖。运动是需要消耗能量的，锻炼过
程中血糖水平逐渐下降，并且运动
后降糖作用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其
次，运动可以增加体内“接受”胰岛
素的受体，使胰岛素更有“亲和力”，
从而改善患者的“胰岛素抵抗”问
题。另外，适宜的运动具有减少脂
肪、降低血脂和血压、提高心血管功
能等很多优点，这些均有利于糖尿
病及并发症的控制。因此，运动具有
改善糖尿病人糖耐量、增加胰岛素
敏感性、降低糖化血红蛋白、减少胰
岛素需要量的功能。“糖尿病患者应
该坚持运动疗法。”黄晖明表示。

要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最好
由专业人员开出适合每个人的“运
动处方”。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可以
选择易于坚持的有氧运动项目，也
可以多项目交替组合；如步行（70
步/分钟以上）、健身走（100步/分钟

以上）、慢跑、骑车、游泳、太极拳、健
身体操、舞蹈等。另外，适当的肌肉
力量锻炼也有必要，如小哑铃、弹力
带力量锻炼。消瘦型患者由于身体
消耗较多，更应增加一定的力量锻
炼，同时补充一定量的蛋白质食物
如鱼肉类、蛋类。

需要注意的是，运动强度要高
于日常生活强度，仅仅是拖地、洗
衣之类的家务劳动不能达到理想效
果。如 60 岁的老人，运动的最大
心率推算为 160 次/分钟，合适的
中等强度就是运动时心率维持在90
次 至 110 次/分 钟 。 运 动 时 间 方
面，从抑制餐后血糖上升考虑，餐
后 60 分钟至 90 分钟运动最有效，
且有效运动应该不少于 30 分钟。
肥胖的患者选择强度稍微低一点的
运动方式如步行、健身走、拳操
类。运动频率方面，一般认为每周
3 至 5 次为宜，次数过少降糖效果
会“打折扣”；肥胖的患者应坚持
每天运动1次。

黄 晖 明 还 推 荐 了 运 动 方 法 ：
“大步挥臂走”和“弹力带练习”。
前者很适合糖尿病患者，运动时机
应选择在餐后60分钟至90分钟，强
度 70步至 100步/分钟，每次应坚持
20 分钟以上，每周锻炼 3 至 5 次。弹
力带可徒手进行练习，也可利用场

地和固定物体进行锻炼，可以锻炼
到全身部位，实现各部位协调发展。
锻炼时每个部位每次锻炼 15 次左
右，肌肉略感疲惫则强度合适，间歇
2分钟后进行第二组练习，通常每个
部位练习 2 至 3 组，不要超过 4 组。
锻炼时应保持挺胸收腹，不要憋气，
控制好身体姿势。

黄晖明提醒：不恰当的运动也
会带来风险。很多糖尿病患者存在
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能不适合运
动。因此在运动前要进行医学检
查，排除运动禁忌证，如严重的 I
型糖尿病、足部溃疡、视网膜并发
症、合并冠心病等。另外，糖尿病
患者在运动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糖尿病足，需要积极进行预防。

高血压：运动方法要得当

近年来，高血压的发病率逐年
上升，由高血压导致的心血管疾病
的死亡率，高居全球各类死亡率之
首 。 我 国 高 血 压 病 的 “ 三 高 三
低”——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
亡率高和知晓率低、服药率低、控
制率低的特点，更是严重威胁到高
血压病患者的健康。

黄晖明博士介绍，目前有关高
血压病的康复治疗主要集中在药

物、运动和饮食三个方面。运动疗
法作为非药物治疗的有效手段之
一，其疗效已得到公认，特别是对
轻中度高血压病人。对于高血压患
者的运动方案，主要是有氧运动与
肌肉力量训练两种。

有氧运动是指骑车、健走、太
极拳、游泳和门球等项目，既可以
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也可以降
低正常人的血压；在通过改善生活
习惯来防治高血压的过程中，应该
将增加有氧运动作为一项重要措
施。而力量性训练抬举、推拉或携
带重物动作，有利于加快高血压、
冠心病人的康复速度，适宜的力量
训练可以增加血管肌的弹性，改善
外周阻力。只要方法得当，就可以
达到控制血压的目的。高血压患者
合适的力量训练方式是中等负荷、
多次重复，锻炼负荷以不很费力完
成15次左右的强度为佳。

中低强度的运动对高血压患者
来说更为合适。运动时的心率为最
大心率的 50%至 70%，如慢跑、骑
车、太极拳、广播操、健身舞等。

运动频率方面，每周至少 3次中低
强度的运动，可以降低血压。每周
运动频率越高，血压下降越显著。
每次运动一般要求持续 45 分钟至
60 分钟，其中包括 15 分钟至 20 分
钟的热身运动及5分钟至10分钟的
整理运动，真正的锻炼时间为 20
分钟至30分钟。

黄晖明提醒：运动降血压需要
长期坚持，运动周期不少于 10 周
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时间段方
面，高血压病人选择运动锻炼的时
间要避开清晨和晚间。此外，要避
免长时间静止站立；避免过度低
头、用力，不要屏气；不要进行强
度太大和快速激烈的运动。要循序
渐进，锻炼前做好热身活动，锻炼
结束时要缓慢停下来。如果运动后
有头晕、胸闷、气短、不想吃东
西、睡眠不好、疲乏等现象，说明
可能运动量过大了，要注意调整强
度。比如：60岁的人运动后脉搏不
超过 110 次／分钟，就是合适的。
如果在减少运动量后，仍出现头
晕、胸闷等不适症状，应停止运动

锻炼，必要时可去医院查诊，以免
发生意外。此外，运动疗法还有一
些禁忌证，需要咨询医生，或者请
专业人员进行指导。

高血压运动疗法的适应证为非
高龄的轻重度高血压病人。1级、2
级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和血压属于正
常偏高者，适当运动有助于预防高
血压的发生；运动疗法对于以舒张
期血压增高为主的患者来说，作用
更显著。

肥胖人群：有氧运动更适合

肥胖的最直接原因是能量失
衡，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可能
引发心理问题，增加疾病的危害性。
黄晖明表示，目前国际上通常用身
体质量指数（BMI）来衡量肥胖程
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建
议 BMI≥25 的成人应当减肥。而我
国研究人员发现，对中国人来说，
BMI 超过 24，人群的慢性病发病率
就会显著增加。

美国国家心肺与血液研究院建
议：初始减肥目标为降低 5%至 10%
的体重并保持长期不反弹。黄晖明
表示，通常来说比较理想的减肥运
动方式是中等强度、能够持续较长
时间的有氧运动。平均每天 40 分钟
以上、中等强度的运动有助于维持
长时期的体重下降。

美国运动医学会建议：肥胖人
群每周应保持大于 2000 大卡的能
量消耗，从而达到每周减轻体重约
0.5 公斤至 0.9 公斤的目的。肥胖人
群适宜的运动强度为中等强度，心
率为最大心率的55%至70%。

美国运动医学会同时指出：肥
胖人群参加减肥前，应参考医疗专
业人员的意见；在减少能量摄取的
同时，还应减少脂肪的摄取，使摄入
的总能量中来自脂肪的比例小于
30%；要把运动当作减肥策略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周至少进行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果有可能，
延长至每周200分钟。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但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有益于健康，尤其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来说，如果运动不当，不但
起不到强身健体的作用，还可能诱发或加重原有病症——

慢病群体，如何健身才科学？

◀太极拳适合多数老年人。（胡龙召 摄）

▲柔力球健身表演。 （林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