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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说法
“抱头”的动作，可能

给颈椎带来压力，并导致
肩部问题；

全身平躺，依靠腰部
力量将身体拉起，再落下
这一过程，容易引发包括
腰椎间盘突出在内的多
种腰部疾病；

严重者，甚至可能导
致练习者出现瘫痪。

仍有疑点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刘晔认为，缺乏实验数据
论证，仅仅是从动作形式
就得出其对颈椎具有损
害，或者由极个别并不确
定的病例或说法来进行
质疑，理由是不够充分
的。对于仰卧起坐这项运
动形式，不能简单从体测
标准中废除。

网传仰卧起坐致瘫 体测标准引发争议

仰卧起坐几十年，
惊闻需要换姿势？

平躺、抱头、起身，对于经历过学生时代的
人来说，仰卧起坐堪称体育课上的“经典项目”。

然而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仰卧起坐中的
“抱头”动作以及依靠腰部力量抬升的运动原
理，容易引发包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在内的
多种疾病，也正因为如此，国外不少机构以及学
生，已经对此项目亮了红灯。

记者发现，在由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自小学3年级起，一分钟
仰卧起坐数量，便是衡量学生体质的一项重要
参考标准。

对此，运动医学专家称，仰卧起坐确实有可
能造成身体劳损，但把握好幅度和动作要领，可
以避免对人体的伤害。

网络传闻惊悚>>
“仰卧起坐”致瘫 说法从何而来？

一则有关“仰卧起坐”的媒体报道，引发网
络舆论关注。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看似简单易行的仰卧
起坐，将其动作进行分解后，实则暗藏多种健康
隐患。其中，“抱头”的动作，可能给颈椎带来压
力，并导致肩部问题；而全身平躺，依靠腰部力
量将身体拉起，再落下这一过程，容易引发包括
腰椎间盘突出在内的多种腰部疾病。严重者，甚
至可能导致练习者出现瘫痪。

记者注意到，上述媒体报道援引2015年12
月21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一篇名为《为什么
你可以停止做仰卧起坐了》一文称，美国“健身
达人和军方专家正在极力推动用平板支撑等锻
炼代替仰卧起坐，以此避免背部受伤，美军甚至
还打算在训练项目中废除仰卧起坐。”

“仰卧起坐”致瘫，这一说法从何而来？
记者检索发现，在2014年8月22日，中国台

湾TVBS新闻台曾经报道称，一名25岁的台湾男
子在做了几个仰卧起坐后，觉得颈部以下全身
无力，被送到医院时，男子意识清楚，但四肢无
法动弹并伴随大小便失禁。当地医生检查后解
释称，男子以手抱头的方式仰卧起坐，导致颈椎
内血管受不了连续施力而爆裂，血块压迫神经，
进而导致颈部以下全身瘫痪。

在上述新闻报道后，不少网友提出，自学生
时代起，“手抱头”便成为仰卧起坐的动作规范
之一，发生这样的案例，应当重新检讨仰卧起坐
这一应用广泛的体育锻炼项目，并制定更为科
学的动作流程。

并非空穴来风>>
骨科医生建议 年纪太小别做

“专业参加健美比赛的人，几乎都不会练习
仰卧起坐。”健身教练沈超告诉记者，在练习仰卧
起坐这个动作时，主要锻炼的是竖脊肌、多裂肌
和腰方肌。需要锻炼这些肌肉群的一般是那些经
常久坐的人，他们的腰部力量比较弱。“实际在做
动作时，大家都是用双手紧抱后脑，用力往前，才
能带动上半身坐起，和这些肌肉群受到的锻炼相
比，颈部、脊椎受到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而在浙江省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生徐跻峰
看来，对中小学生和成年人来说，仰卧起坐所造
成的影响有所不同。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做仰卧起坐过度或姿
势不正确，小时候可能看不出问题，但长大了之
后，肌肉会更容易出现劳损，骨骼发育也会有一
定影响。”徐跻峰说，“更严重的是，会有诱发腰椎
间盘突出的潜在风险。因为这个动作有压迫椎间
盘的过程，如果动作剧烈就会造成器质性损伤。”

在他看来，年纪太小的孩子或者腰椎本身
就有疾病的人，尽量不要做仰卧起坐。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
横》报道，近日，菲律宾开
始在全国范围内打击非法
网络博彩。当地时间11月
24日，菲律宾司法部和移
民局根据举报，在马尼拉
北部的邦板牙省一家度假
村酒店内进行执法行动，
当场抓获一千多人，其中
包括1200多名中国公民，
这些中国公民被临时滞留
在酒店的餐饮中心。

两天后的26日，中国
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驻
菲使馆正在全力处置中国
公民在菲被滞留事件，经
过菲律宾移民局的甄别核
查，目前已经有部分中国
公民获准离开。值得一提
的是，有4名被扣人员反映
自己仅是游客被误扣。

据新华社驻菲律宾记
者董成文介绍，菲律宾移
民局方面正在事发酒店内
对被困的中方人员的护照
及签证信息进行一一核
对。根据中国驻菲大使馆

透露，被扣人员可能从事
与签证类型不符的行为，
比如持旅游签证工作，或
者持非该地区的工作签
证，也存在签证操作期限
仍然滞留的可能，截至26
日，4名游客查明是误扣
已经被提前放行，并有29
名年龄不到18周岁的人
员离开，到27日核查工作
仍在进行当中，但没有更
多中方人员被放行消息，
因为这些中国公民目前
被暂留在酒店内，所以日
常生活保障方面没有问
题，菲律宾方面也根据中
国驻菲大使馆的要求，设
立了护士站。

使馆方面还特别提
醒，菲律宾存在数量众多的
非法网络博彩公司，在此类
公司工作的个人，其合法权
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业务面
向中国群体的网络博彩公
司也涉嫌违反中国相关法
律，从业人员也容易成为中
国警方抓捕对象。 据央广

24日7点多，江西丰城
发电厂三期在建项目冷却
塔施工平台坍塌，已造成
74人遇难，2人受伤。28日
凌晨，公安机关将涉嫌重
大责任事故罪的9名责任
人依法刑事拘留。

事故发生后，公安机
关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
全面调查，并控制相关责
任人员。28日凌晨，丰城市
公安局将涉嫌重大责任事
故罪的张某某（男，河北亿
能烟塔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长）、尹某某（男，河北亿能
烟塔工程有限公司丰电三
期扩建工程项目部总工程
师）、吴某某（男，河北亿能
烟塔工程有限公司丰电三
期扩建工程项目部常务副
经理）、宋某某（男，河北亿
能烟塔工程有限公司丰电

三期扩建工程项目部工程
部部长）、刘某某（男，河北
亿能烟塔工程有限公司丰
电三期扩建工程项目部安
检部部长）、郭某某（男，中
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丰电
三期扩建工程项目部安健
环部经理）、顾某（男，中国
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丰电三
期扩建工程项目部工程管
理部经理）、胡某某（男，上
海斯耐迪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丰电三期扩建工程项目
部工程监理部总监）、缪某
某（男，上海斯耐迪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丰电三期扩建
工程项目部工程监理部安
全副总监）等9人依法刑事
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据新华社

厂家直供
羊绒衫低至198元

日前，成都开启气温陡降模式，
在各大商场内，羊绒产品都十分热
销，知名品牌的羊绒衫普遍在800元
~3000元。业内人士介绍，商场专柜
羊绒产品价格区间大，一是品质差
异，还有就是中间加价环节多。

“买够网特卖会的风格一向都
是质优价低，本次暖冬羊绒特卖会
也不例外。”买够网生活馆店长高伟
介绍，本次暖冬羊绒特卖会，买够网
产品团队与供货厂家无缝对接，全
部是一手货源进行现场特卖，因此
价格才会如此优惠。

据悉，特卖会上的所有羊绒制
品都是2.5折封顶，大多数产品折扣
幅度巨大。一份提前曝光的特卖清
单上写着：原价1980元的羊绒衫特
卖价仅为198元，原价近千元的羊绒

裤特卖价仅150元！298元、368元、468
元的精品羊绒衫更是不胜枚举。这
样一来，花费不到千元就能为一家3
口买到称心的羊绒制品了。

保暖性好
均是采用上等山羊绒

鄂尔多斯是中国公认的羊绒衫
生产重地，业内人士介绍，只有出自
山羊身上的绒，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羊绒。

此次直供买够网生活馆暖冬羊
绒特卖会的羊绒产品采用的正是鄂
尔多斯地区山羊身上的优质山羊
绒，山羊绒细度在13微米至15.5微米
之间，长度要求超过6.5厘米。这种规
格的山羊绒自然卷曲度高，在纺纱
织造中排列紧密，抱合力好，是羊毛
的1.5~2倍，保暖性极好。

另外，这种山羊绒制品还有一

个特性就是亲肤性特别好，穿着感
舒适。鄂尔多斯地区的优质山羊绒
纤维外表鳞片小而光滑，纤维中间
有一空气层，因而其重量轻，手感滑
糯亲肤性极佳。由此类优质羊绒制
成的羊绒衫延伸性强，弹性好，能紧
贴人体皮肤，良好的透气感，让人穿
着感觉非常舒适。

预约有礼
到店消费可获赠手套

内蒙古娜昕古拉羊绒制品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和销售为
一体的大型专业羊绒制品企业。其
自主设计的产品不仅美观、时尚、大
方，而且款式繁多，适用于各男女老
少各年龄层的消费者。

亮相买够网生活馆暖冬羊绒特
卖会的羊绒产品样式多达千种，不
仅有轻盈舒适、保暖性好的羊绒内

衣，设计时尚、穿着舒适的羊绒衫，
还有由纯羊绒纱线纺织而成的羊绒
裤。厚款羊绒裤，膝盖和腰部均为双
层加厚设计，是老年人过冬的佳品。
此外，还有羊绒围巾、羊绒披肩，羊
绒被，羊毛毯等产品助你温暖过冬。

为回馈蓉城市民，今日起，拨打买
够网热线86626666提前预约本次特卖
会，周五起到现场消费后即可获赠一
双羊绒手套（价值128元，送礼限每天
打进热线预约的前50人）。 （余兰）

买够网生活馆
暖冬羊绒特卖会

时间：2016年12月2日（本周五）
~11日（下周日）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
185号（省档案馆隔壁）

咨询预约热线：
028-86626666

周五来买够网生活馆 品牌羊绒衫低至198元
买够网携手内蒙古娜昕古拉打造的“暖冬羊绒特卖会”周五开幕，今起打热线预约活动，到店消费送好礼

广告

轻巧、柔软的羊绒衫，曾因
其保守的设计、单调的色彩而让
年轻女士们“想说爱你不容易”，
但如今，羊绒衫在时尚界的地位
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保暖舒
适、时尚大方的贴心产品，羊绒
衫不仅成为了许多明星偶像冬
季凹造型的新宠，普通大众对羊
绒制品的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

想买正宗实惠的羊绒制
品吗？本周五起，成都商报买
够网将在线下旗舰店——买
够网生活馆举行一场规模盛
大的“暖冬羊绒特卖会”，超大
幅度的优惠，一年仅此一次。
届时，内蒙古娜昕古拉羊绒大
品牌厂家直供，羊绒衫、羊绒
裤、羊绒围巾披肩、羊绒内衣、
羊绒被、儿童羊绒衫等高品质
羊绒制品，应有尽有，男女老
少皆宜，必有一款属于你！

1200名中国人在菲被扣
部分公民获准离开

江西丰城电厂施工平台坍塌事故
9名责任人员被刑拘

自学生时代起，“手抱头”便成为仰卧起坐的动作规范之
一，近日传出这个动作可能带来疾病，这是真的吗？

国家有标准：
小学三年级进评价指标
男女生均为每分钟16个
记者看到，“仰卧起坐”作为一项传

统体育运动项目，在中小学体育教学中
依然有较高地位。

在体育总局发布的《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2014年版）中，对各个年龄
阶段学生评价指标及测试项目，均有明
确规定。而在这一标准中，自小学三年
级起，“一分钟仰卧起坐”便成为一项重
要的评价指标。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附录
中，同时规定了仰卧起坐的单项评分标
准。其中，小学三年级及格标准，男女生
均为每分钟16个，之后每年递增一个，
到小学六年级达到峰值，每分钟需要完
成19个才能获得及格。

国家体育总局官网中称，《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系学生体质健康的个体
评价标准。一名体育教师向记者表示，标
准中规定的测试项目，以及及格线，同时
也是各学校需按时上报至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的数据。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国家体育锻
炼标准》专家组组长邢文华曾表示，在
实际制定过程中，“在注重标准连续性
和兼容性的同时，简便易行、贯通人群
是新标准的特点。”此外，“考虑到目前
青少年体质下滑，标准相对下调”。

一名中学体育教师称，仰卧起坐对
场地、器材要求低，评价标准简单易规
范，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成为学校体育
测试的“标配”。

面对质疑声，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刘
晔认为，缺乏实验数据论证，仅仅是从
动作形式就得出其对颈椎具有损害，或
者由极个别并不确定的病例或说法来
进行质疑，理由是不够充分的。

刘晔表示，虽然说其有抱头的动作，
此动作对头部和颈椎的瞬时载荷有多
大，是否就能达到产生损伤的程度，需要
有数据支持。因此，对于仰卧起坐这项运
动形式，不能简单从体测标准中废除。

焦点2
是否应退出体测标准？

缺乏数据支持 不能简单废除

体育老师：
一般会提醒学生用腹

部力量，而不是手臂力量，因
为会造成损伤其实不是动作
本身，而是用力的问题。

骨科医生：
建议用平板支撑

运动代替仰卧起坐，以
降低脊椎所受的压力。
必要时，在做仰卧起坐
过程中，可通过手贴
耳朵或放置胸前的方
式，缓解颈部受压。

老师有说法：
会提醒学生腹部用力
家长们不需要太担心

学校会取消这个体育考核项目
吗？前天，记者采访了不少杭州中小学
的体育老师，他们的回答出奇一致：短
期内不大可能，意外伤害是可以避免
的，之前也几乎没有听说过造成运动
伤害的例子。

那被专家和健身教练所诟病的
“双手抱头”这个动作呢？会不会改一
改？体育老师们表示，这个动作是《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所要求的，短期
内改动的可能性并不大。

看样子，学生们还得把仰卧起坐
进行到底。但家长们不需要太担心，不
少体育老师说，他们一般都会在做仰
卧起坐时提醒学生用腹部力量，而不
是手臂力量，因为会造成损伤其实不
是动作本身，而是用力的问题。“总体
看，大部分孩子的动作还是标准的。而
且，孩子们需要锻炼腰部力量，也比较
适合动力运动，仰卧起坐就是个操作
简易的动力运动。”

记者注意到，网传消息中，“仰卧起
坐”致瘫一说，其引用案例均为上述媒
体报道。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可能性
是否存在，又能否避免？

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一文
中，对于仰卧起坐的标准动作规定为：
受试者仰卧于垫上，两腿稍分开，屈膝
呈90度角左右，两手指交叉贴于脑后。

对此，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
学院教师周越表示，这一动作对竖脊
肌、多裂肌和腰方肌有锻炼作用，但对
于久坐不动，腰部力量比较弱的学生而

言，“抱头”，并利用腰部力量支撑身体
的动作过程，对颈部和脊椎压迫较大，
具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在广东省中医院骨科主任林定坤看
来，风险主要来自于“突然性”。他指出，
很多学生平时不做仰卧起坐锻炼，考试
时突击一下，而实际上颈胸交际的位置，
韧带最容易拉伤。他表示，在日常生活
中，建议用平板支撑运动代替仰卧起坐，
以降低脊椎所受的压力。而必要时，在做
仰卧起坐过程中，可通过手贴耳朵或放
置胸前的方式，缓解颈部受压。

“致瘫说”是否有依据？

风险来自突然性 平板支撑可代替

焦点3
北京京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唐宁表

示，目前关于运动损伤学校担责方面，
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果通过科
学论证仰卧起坐本身是不对的，这就涉
及标准修改的问题。”

唐宁认为，如果教师的动作要领符
合教学规范，且学生严格按照教师要
求，在此种情形下仍然出现问题，教师
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据新京报、钱江晚报、法制晚报

学生运动损伤学校担责吗？

尚无明确规定 校方无需担责

注 意 事 项注 意 事 项

公安部28日发布《公
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
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指出，旅馆客
房、集体宿舍以及公共浴
室、更衣室、卫生间等可能
泄露他人隐私的场所、部
位，禁止安装视频图像采
集设备。

征求意见稿指出，社
会公共区域的视频图像采
集设备，应当设置提示标
识，标识应当醒目。社会公
共区域的视频图像采集设
备的安装位置应当与居民
住宅等保持合理距离。

征求意见稿强调，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公
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工作秘
密、商业秘密或者侵犯公民
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公共
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
建设、使用等单位，对于系
统设计方案、设备类型、安
装位置、地址码等基础信

息，以及获取的涉及国家秘
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的
视频图像信息负有保密义
务，对于获取的涉及公民个
人隐私的视频图像信息不
得非法泄露。

在保护个人信息方
面，征求意见稿还强调，视
频图像信息用于公共传播
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
当对涉及当事人的个体特
征、机动车号牌等隐私信
息采取保护性措施。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
就违法安装法律责任做出
规定，在可能泄露他人隐
私的场所、部位安装视频
图像采集设备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责令立即拆除；拒不拆
除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拆除；单位安装的，对
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个人安装的，对
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 据新华社

公安部征求意见：
可能泄露他人隐私场所禁装摄像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