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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将助你思考： 

• 决定要加强运动的理由；并  

• 找出坚持运动的动力。

加强运动的理由
人们决定要加强健康运动的理由有多种。每个人的理由不
尽相同。

阅读以下问题可以帮助你思考你要加强运动的理由。  

维持目前状态不变
（不参加运动）

积极参加健康运动

维持你目前的运动水平不变有什
么益处？

如果你积极参加健康运动，你
能获得什么益处？

如果你不积极参加运动，这会对
你五年后的健康状况和身心康泰
产生何种影响？

如果你在未来五年中坚持参加
健康运动，你可能会体验到什
么益处？

改编自 Miller and Rollnick (2002年)  

迈出第一步：

的决定
做出加强健康运动

花点时间思考一
下激励你参加锻
炼的动力。

花点时间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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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你的动机
思考促使你加强运动的动机非常重要。明白了这一点可以帮助你变得更加
积极和坚持不懈！

请问你自己：

• 如果你不做出改变，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是什么？  

• 如果你确实做出改变，可能发生的最好结果又是什么？

花点时间考虑一下你的动机是什么。激励你的因素是：

• 你的健康？

• 你想与你的家人和朋友多相处？

• 你希望更有活力和/或睡眠更好？

• 你想体会身体更强壮的感觉？

上面的短表仅归纳了几种想法。你的想法也许与之类似，你也可能有自己
的想法。

请在下面写出所有可能促使你加强运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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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塔积极人生中心（The Albert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向为本资料做出贡献的 M. Armstrong, MSc, 
CSEP-CEP, 表示衷心的感谢。

有时，我们锻炼身体的积极性很低。 这很正常！下面是一些帮助你保持
运动积极性的建议：

• 通读你在本材料中写下的答案；

• 找到一种你既喜欢又容易做的运动；

• 对你参加运动的时间和运动的种类做记录；

• 把你自己看成是积极运动的人；并且 

• 不断跟自己说你能做到！

记住，重要的是：

• 花时间思考为什么要加强运动；和 

• 了解什么因素最强烈地促使你坚持运动。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由阿尔伯塔运动，休闲，公园和野生动物基金会 
(Alberta Sport, Recreation, Parks & Wildlife Foundation) 
提供资金。

由阿尔伯塔积极人生中心 (Albert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 
创作，www.centre4activeliv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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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想要加强运动并非易事。如果你感觉如此，你
并不孤单！ 

一个使运动的起始阶段变得容易些的方法是制订一个
运动计划。  

本资料将一步步引导你订出你自己的运动计划。

第一步：
请思考以下5个“W”：
WHY（为什么），WHAT（什么），WHERE（哪里），
WHEN（什么时间）和WHO（谁）。阅读下列问题，在空白处写
下你的答案。

为什么运动对你很重要？

你想做什么类型的运动？ 

你在哪里进行运动？ 

制订

健康运动
计划

与你的医生探讨哪
些运动最适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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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什么时间可以做运动？

我可以和谁一起运动？

第二步：写出你的运动计划
以下是几个运动计划实例。请在空白处写下你自己的计划。

实例 1

为什么 增加活力；帮助控制体重。

什么 步行。

哪里 在住所和工作场所附近。

什么时间
每天步行往返于住所或工作场所与公交车站之间（大约10 
分钟）。
每天晚饭后步行大约20分钟。

谁
公交车站之间的步行由我自己完成。

晚上的步行与家人一起完成。

实例 2

为什么 我的健康；认识新朋友。

什么 水中运动训练班。

哪里 社区泳池。

什么时间 星期二和星期四，下班后立即开始。

谁 我自己，但希望能在训练班中认识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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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3

为什么 改善睡眠；感觉更强壮。

什么 伴随健身视频。

哪里 家中。

什么时间 平日早晨上班前。

谁 我自己。

我的运动计划

决定你自
己的五
个“W”

请在这里写下你的计划

为什么

什么

哪里

什么时间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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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为计划补充细节
下面的问题将帮助你为你的计划补充细节。

你需要多长时间进行锻炼？

你是否需要特殊服装或设备？

如何应对恶劣天气？ 

在实行你的运动计划时可能会遇到哪些问
题？

用什么对策解决这些问题？

一些有助你开始和坚持运动的
建议
• 请你的家人和朋友支持你。 

• 发现你所在地区内简单而又有趣的运动方式。

• 查明在你的工作地点或其附近可以进行哪些运动，例如健身房或公
园。

• 与你的医生探讨哪些运动最适合你。

记住：迈出加强健康运动的第一步通常很难。关键是要制订一
个行之有效的计划！

一旦有了计划，你会发现开始运动并向你的健康运动目标前进其实并非
很难。

开始行动：为实施以上计划，你今天可以做什么？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由阿尔伯塔运动，休闲，公园和野生动物基金会 
(Alberta Sport, Recreation, Parks & Wildlife Foundation) 
提供资金。

由阿尔伯塔积极人生中心 (Albert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 
创作，www.centre4activeliv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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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目标是帮助你加强健康运动的重要途径。

本资料将帮助你：

1) 了解你目前的身体运动状态

2) 设定SMART目标

3) 设定较低的目标有助你达到你的SMART目标。

请回答下列问题。在空白处写下你的答案。

你“现在”做得怎么样？

你现在都参加什么运动？ 

你一星期运动多少次？（一星期一次？一星期两次？每天都
做？）

你每次运动多长时间？（少于15分钟？每次仅几分钟？30分钟
或更长？）

设定 

健康运动 的目标 



C-2

你“喜欢”做什么运动？

什么种类的运动令你觉得快乐和有趣？

有什么运动你想试试吗？ 

设定目标可以帮助
你坚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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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SMART目标
SMART目标是适合你的目标。 

请阅读下面的图表，学习如何设定SMART目标。

说明 范例

S
Specific（明确和具体）

清晰描述你的目标

每天步行30分钟，每星期5天。 

我的步行速度将足以达到出汗和
喘粗气。

M
Measurable（可度量） 

你如何追踪自己的运动状况？

我会记录每次步行的时长和每星
期步行的天数。

A
Achievable（切实可行）

你能达到目标吗？

是的，我每星期都会增加步行的
时间，直到达到每天30分钟。

R
Rewarding（劳有所获）

这个目标有意义吗？或者说值
得吗？

是的，我将获得许多对我来说至
关重要的健康益处。

T

Realistic Timeline
（切合实际的时间表）

我定的时间表能实现吗？

我得花多长时间才能达成目
标？

是的，我希望在6个月内达成我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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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SMART图

把它当作一个帮你设定目标的工具使用。

当你设定SMART目标时，选择那些注重运动本身的目标（如步行，游泳
或骑自行车），而不是注重结果的目标（如减肥）。

我自己的SMART目标

S
Specifi c 
明确和
具体

M
Measur-

able 
可度量

A
Achiev-

able 切
实可行

R
Reward-

ing 劳有
所获

T

Realistic 

Timeline 
切合实
际的时
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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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设定较低目标
一个达成SMART目标的好方法是首先将它分成较小的目标或步骤！

阅读下面的例子，从中学习如何为了达成SMART目标而设立众多小目
标。

SMART目标：  

6个月后，我将每天步行30分钟，每星期五天！

时间表 小目标： 

第一个月
到第一个月的月底，我每天将至少步行10分钟，
每星期3天。

第二个月
到第二个月的月底，我每天将至少步行20分钟，
每星期3天。

第三个月
到第三个月的月底，我每天将至少步行30分钟，
每星期3天。

第四个月 
到第四个月的月底，我每天将至少步行30分钟，

每星期4天。

第五个月
到第五个月的月底，我每天将至少步行30分钟，
每星期5天。

第六个月 我将继续保持每天步行至少30分钟，每星期至少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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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你自己的小目标
在下面的表格里，设计有助你达成SMART目标的小目标或步骤。并为每
个小目标设定时间表。

在这里写下你的SMART目标：

你的时间表
（月份，星期，
天，等等。）

小目标或步骤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由阿尔伯塔运动，休闲，公园和野生动物基金会 
(Alberta Sport, Recreation, Parks & Wildlife Foundation) 
提供资金。

由阿尔伯塔积极人生中心 (Albert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 
创作，www.centre4activeliv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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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多运动对许多人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这并非个别情况！

本材料将帮助你思考： 

• 阻止你参加健康运动的问题是什么；及

•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你可能面对的问题包括：

• 没时间；

• 太累了；以及

• 有其他优先。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一些常见的，阻止我们加强运动的问题，并提
供了一些有助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

常见问题 克服这些问题的方法：

“我就是没有
积极性。”

• 做出要加强健康运动的决定。

• 关注运动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 选择有趣的运动。

• 注重短期效益，如睡眠的改善和更旺盛的精
力。

“我没有时
间。”

• 运动10分钟，每天三次。

• 与你自己约定运动时间，并严格遵守。

• 在工作间隙进行“工间锻炼”。

• 上班或外出办事时改为步行或骑自行车。

健康运动
的因素是什么？

阻止你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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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克服这些问题的方法：

“坏天气。”  • 未雨绸缪！做好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坚持运动的准
备。

• 注重新鲜空气和户外活动。

• 把你在好天气和坏天气要做的运动列一张表。

• 气候炎热时多带水，戴遮阳帽和寻找阴凉地点。

• 气候寒冷时要穿暖，戴手套和保温帽。

“我感到疲劳
没力气。”

• 在你精力最充沛时运动，如果你晚上太疲劳，就改
在早晨或中午运动。

• 提醒自己，运动之后你会更有精力。

• 安排与其他人一起运动。

“我感觉不舒
服。”

• “健康运动”可以是你喜欢做的任何事情。并非只
是单纯的“训练”或“健身。”

• 选择令你感觉舒适的运动，如步行。

• 与让你感觉自在的人（家人和朋友）在一起运动。

• 不要拿你自己和别人做比较。

“没人和我一
起运动。”

• 参加一个健身班，一个小组或俱乐部。

• 结交常做运动的新朋友。

• 邀请朋友和你一起运动。

• 参加工作场所或所在
社区的步行小组。

未雨绸缪，任何恶劣天
气都不能阻止我们进行
健康运动！

小组或俱乐部。

。

。

天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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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塔积极人生中心 (The Albert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 向为本资料做出贡献的 S.J. Cheetham, MSc, CSEP-
CEP, 表示衷心的感谢。

阻止你加强健康运动的因素是什么？

在下面的空格里写下你的理由。

对每个理由，写出你如何战胜它的计划。

什么因素阻止我加强
健康运动？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由阿尔伯塔运动，休闲，公园和野生动物基金会 
(Alberta Sport, Recreation, Parks & Wildlife Foundation) 
提供资金。

由阿尔伯塔积极人生中心 (Albert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 
创作，www.centre4activeliv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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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将帮助你了解健康运动的益处。 

有规律的运动促进你的身体健康，精神和情绪健康，以及社交健
康。  

下面列出的只是这些益处的几个方面：

身体健康获益
精神和情绪健康

获益
社交健康获益

• 肌肉和骨骼更强壮  

• 改善心脏健康状况

• 降低罹患慢性病风
险

• 改善慢性病症状

• 有助维持健康体重

• 改善你的心境

• 有助应对紧张和焦
虑

• 自我感觉更好

• 改善睡眠

• 享受生活乐趣的好
方法 

• 增加与家人相聚
的时间

• 加强与朋友们的
交往

• 结交更多新朋友

• 促进融入当地社
区

请思考运动还能在其他什么重要方面使你获益？

健康运动
益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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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健康运动如何改善你的生活品质？请写下你的想法：

健康获益时间表
运动带来的某些获益可以立竿见影！其他一些获益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和
更多耐心。

这张表提供了某些健康获益的时间表。 

短期获益
（单次运动）

中期获益 
（4到8星期的规律

性运动）

长期获益 
（坚持运动几个月

至几年）

  心境和精力

  自尊心

  睡眠

  注意力

  好胆固醇

  卡路里消耗

  肌肉力量

  骨骼和关节强度

  平衡和体态

  心脏健康

  胰岛素敏感性

  生活品质和整体
身心康泰

  独立性

  寿命

  紧张

  抑郁 

  高血糖 

  坏胆固醇 

  血压

  体重和身体脂肪

  关节疼痛和肿胀

  跌倒 

  坏胆固醇

  心脏疾病

  骨质疏松（骨骼
疾病）

  失智症（如老年
痴呆症）

  某些癌症（如结
肠癌和乳腺癌）

       = 改善/增加       = 减低/下降

开始行动：在上列清单中圈划那些对你而言是重要的获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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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是结交新朋友和与朋友们共度好时光的好方式。

为了更积极地参加健康运动，你今天可以做什么？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由阿尔伯塔运动，休闲，公园和野生动物基金会 
(Alberta Sport, Recreation, Parks & Wildlife Foundation) 
提供资金。

由阿尔伯塔积极人生中心 (Albert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 
创作，www.centre4activeliv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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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可以引发健康问题，如心脏疾病，中风或肾脏疾病。

好在运动可以帮大忙！

本资料阐述：

• 你应当做多大量的运动；和

• 运动如何影响你的血压。

我应当做多大量的运动？
坚持在每星期多数日做运动至关重要。有氧运动有助改善与控制
你的血压。

有氧运动锻炼你的心脏和肺，此类运动包括步行，骑自行车，慢
跑，越野滑雪和游泳等。

下面的表格描述有氧运动“处方。”

有氧运动“处方”

频率？

你应争取每星期做150分钟有氧运动。 

它可以是：

• 短时程：每次10分钟，每天3次

• 较长时程：每天30分钟或更多，每星期5天或更
多

强度？

争取达到中等至高强度。

这意味着：

• 心跳加速

• 少量出汗

• 呼吸加深和加快 

• 你仍然可以轻松谈话，但无法唱歌

运动
血压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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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做什么有氧运动？

提示：合格的职业健身教练可以为你提供一些安全的，最适合你的运动 

在进行一项新运动时，从你感觉适当的水平开始。

当你逐渐适应这项运动后，可以慢慢增加强度：

• 你运动的时长

• 你运动的频率

• 你运动的强度

运动对我的血压有何影响？
当你做有氧运动时，你的血压会变化。

• 上面的数字（称为收缩压）在你运动时会上升。运动量越大，这个数
字则越高。

• 下面的数字（称为舒张压）会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某些人的舒张压
会略微下降。这是正常现象。

• 如果你的血压过高，你的医生可能会 

  告诉你运动时要监测血压，或

  告诉你血压应维持在什么范围，以确保运动时的安全。

在完成一次有氧运动后，你的血压会下降。

• 血压的下降可能会延续几个小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推荐每天都做运
动的原因之一；可以立刻见效！

• 通常，在血压很高的人身上见到的变化也最大。 

• 运动的时间越长，或运动强度越大，血压下降的效果就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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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目前的血压是多少？

你理想的血压应该是多少？

血压会随着参加运动的时间而改变

久而久之，规律性运动有助于让你的血压达到健康水平。 

有趣的事实：

大多数经常运动的人可以将他们的收缩压降低七个数字，舒张压降低
五个数字。

例如：

• 没有从事运动以前的血压 = 154/98 

• 进行运动4个月后血压 = 147/93

从事运动的频率越高，见效越快。

开心体验！把快乐
运动当做你生活中
持久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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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益处

经常运动可以为你带来许多其他好处。例如：

• 减少对降血压药物的依赖；

• 改善心脏的工作状态；

• 更有效地控制体重； 

• 有助控制紧张情绪；

• 改善睡眠；以及

• 增强精力和体力。

记住：

• 有氧运动有助控制和改善你的血压。

• 你也将从运动中获得许多其他益处。

• 开心体验！把快乐运动当作你生活中持久的一部分。 

为了更积极地参加健康运动，你今天可以做什么？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由阿尔伯塔运动，休闲，公园和野生动物基金会 
(Alberta Sport, Recreation, Parks & Wildlife Foundation) 
提供资金。

由阿尔伯塔积极人生中心 (Albert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 
创作，www.centre4activeliv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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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运动有助控制和改善你的血压。

有氧运动锻炼你的心脏和肺。你应争取每星期做150分钟有氧运
动，如疾走或游泳。

在运动中确保安全至关重要。

本资料提供了一些你应该遵守的安全措施。 

药物与安全
你是否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如利尿剂，beta 受体阻断剂或类
似药物？请向你的医生查证。

你仍然可以参加运动，但需要遵循几项安全规则。

1) 保持凉爽。你服的药物可能使你的身体在运动时对体温的控
制更困难。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保持身体凉爽：

  运动时多喝水。

  在清晨或傍晚的凉爽时分进行运动（如果天气很热或湿度
很大）。

  当天气或你进行锻炼的场所内很热或很潮湿时，要降低运
动强度（用力的程度）和/或运动时长。

开始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
都要多喝水。

高血压：
运动时如何

安全保证

运动中和运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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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服的药物也许会影响你的血糖水平。这可能使你感到有点头晕。
如果你感到头晕或头昏眼花：

  停止运动或减速。

  服用一片葡萄糖片，或吃一块糖。

  在你感觉良好之前不要恢复运动。

一般安全提示
运动时请牢记以下几点安全建议：

  不要屏住呼吸

  从低或中等强度运动开始

  注意你身体的提示，必要时休息一下

  坚持运动前做准备活动，运动后做舒缓活动

记住：

有氧运动有助控制和改善你的血压。但请在运动中确保安全和心情愉
快。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由阿尔伯塔运动，休闲，公园和野生动物基金会 
(Alberta Sport, Recreation, Parks & Wildlife Foundation) 
提供资金。

由阿尔伯塔积极人生中心 (Albert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 
创作，www.centre4activeliv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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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可以帮助你控制和改善糖尿病。

本资料阐述：

• 你应当做多大量的运动；和

• 运动如何有助改善糖尿病。

我应当做多大量的运动？  
为了控制和改善糖尿病，你应争取在每星期多数日进行运
动。

有氧运动和阻力运动二者都对糖尿病有帮助。

• 有氧运动锻炼你的心脏和肺，此类运动包括步行，骑自
行车，慢跑，越野滑雪和游泳等。

• 阻力运动有助增强你的肌肉，这类运动包括俯卧撑，下
蹲，提举重物和水中运动等。

与运动
第2型糖尿病

争取在每星期多数日进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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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表格描述了有氧运动的“处方”。

有氧运动

频率？

你应力争每星期做150分钟有氧运动。  

它可以是：

• 短时程：每次10分钟，每天3次

• 较长时程：每天30分钟或更多，每星期5天或更多

强度？

争取达到中等至高强度。

这意味着：

• 心跳加速

• 感觉身体发热 

• 也许会少量出汗

• 呼吸会加深和加快

• 你仍然可以轻松谈话，但无法唱歌

你喜欢做什么有氧运动？

你应力争每星期做
150分钟有氧运动。

力争每星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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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表格描述阻力运动的“处方”。

阻力运动

频率？

你应争取每星期做2到3次阻力运动。 

重要的是利用阻力运动使你全身所有的重要肌肉都得到
锻炼。每次锻炼应选用多种不同运动，例如6到10种不同
运动。

强度？

选择安全的运动强度非常重要。

例如

• 开始时只做一“套”动作。一套动作应包括10到15个
重复动作，例如10到15次下蹲运动。

•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以逐渐增加每次运动的套数，
或增加提举的重量。

提示：合格的职业健身教练可以告诉你什么运动最适合你以及如何选择
安全的运动强度。

在从事一项新运动时，应当从你感觉适当的水平开始。

当你逐渐适应这项运动后，可以慢慢增加强度：

• 你运动的时长

• 你运动的频率

• 你运动的种类

• 你运动的强度

争取每星期做2到3次阻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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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如何有助改善我的糖尿病？
短期获益：降低血糖水平。

在运动中和运动后你的血糖水平会下降。 

运动之后，短期效果将延续1到2天。所以两次运动之间的间隔不应超过
2天！

长期获益：你的身体将更有效地利用胰岛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律性运动将增加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也就是
说你的身体可以更容易地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

更多益处

经常性运动可以为你带来许多其他益处。例如：

• 降低对糖尿病治疗药物的依赖；

• 改善心脏的工作状态；

• 更有效地控制体重；

• 改善睡眠；以及

• 增强精力和体力。

记住：

• 有氧运动和阻力运动有助控制和改善你的糖尿病。

• 你也会从运动中获得许多其他益处。 

• 开心体验！把快乐运动当作你生活中持久的一部分。

为了更积极地参加健康运动，你今天可以做什么？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由阿尔伯塔运动，休闲，公园和野生动物基金会 
(Alberta Sport, Recreation, Parks & Wildlife Foundation) 
提供资金。

由阿尔伯塔积极人生中心 (Albert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 
创作，www.centre4activeliv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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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有氧运动和阻力运动二者都很重要。

有氧运动使你呼吸更深并开始出汗。你应力争每星期做150分钟
有氧运动，如疾走或游泳。

阻力运动运用你的肌肉推，拉或提举。你应争取每星期做2到3次
阻力运动。

本资料为你提供有助你在运动中确保安全的相关资讯。题目包
括：

• 血糖知识；

• 足部保健；

• 药物治疗；和

• 健康运动的一般安全常识。

血糖知识
你是否服用胰岛素或促胰岛素释放药物？如果你服用，了解你在
运动时的血糖水平非常重要。

• 在开始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要测量你的血糖水平。

• 这将有助于你预防和治疗低血糖。

• 当你试炼新的健康运动时，这一点非常重
要。

糖尿病：

确保安全

I-1

糖。

一点非常重

运动时如何

如果你服用胰岛素，在运动
时监测血糖水平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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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胰岛素或促胰岛素释放药物的人请看下面的图。它为你提供运动时监
测血糖变化的指导方针和安全建议。

你应该与你的医生讨论这张图，以确保你能正确使用它！

运动
之前

如果你的血糖：

• 低于5.6 mmol/L，你的血糖偏低，此时不宜运动。

• 你可能需要先吃点东西再开始（15克的碳水化合物，
如一个水果或一片面包）。

运动
之中

• 每30分钟测量一次血糖。

• 注意低血糖征兆，如眩晕，头痛，或感觉混乱。

如果血糖过低（低于4.0 mmol/L）：

  停止运动，马上休息。

  吃点东西（15克易吸收碳水化合物，如1片葡萄糖
片或糖果）；

  15分钟后再测一次血糖。

等你的血糖水平回到安全范围后，可以继续进行运动。

运动
之后

• 马上测量你的血糖水平。

• 在之后的2小时内再测量2到3次。

如果血糖过低（低于4.0 mmol/L）：

  吃点东西（15克易吸收碳水化合物，如1
片葡萄糖片或糖果）；

  15分钟后再测一次血糖。

两种包含15克碳水化合物
的食品：一个小苹果或半
杯酸奶。

 15分钟

两
的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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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安全建议

  饭后1到2小时进行运动。  

  服用胰岛素后不要马上开始运动。

  为了防止睡眠时发生低血糖，不要太晚做运动。

  随身携带易吸收糖类食品。例如，携带葡萄糖片或糖果。 

  与你的医生讨论在使用胰岛素药物和控制饮食的情况下如何防止
低血糖的发生。

足部保健
足部保健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非常重要。

向你的医生咨询加强运动会不会给你的脚带来
问题。

你对你的脚有顾虑吗？

也许，不需要长时间站立的运动对你更合适。

这些运动有助于缓解你脚部的压力：

• 水中运动：水中有氧运动，水中慢跑，游泳

• 骑自行车（室内或室外）或手臂自行车

• 划船

• 坐姿运动

下面是一些足部保护的建议：

• 穿大小合适的鞋

• 每天检查足部看看是否有溃疡和损伤。如果你的脚伤需要愈合，视情
形推迟运动计划，或者改为以上所列的运动。

• 脚伤需要立即得到检查和照护。

• 运动一段时间后，要停下来检查一下足部情况。

每天检查足部看看是否有
溃疡和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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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和安全
你正在服用降血压药物吗？请向你的医生查证。

你仍然可以进行运动，但需要遵循几项安全规则：

1) 保持凉爽。你服的药物可能使你的身体在运动时对体温的控制更困
难。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保持身体凉爽：

  运动时多喝水

  在清晨或傍晚的凉爽时分进行运动（如果天气很热或湿度很大）

  当天气或你进行锻炼的场所内很热或很潮湿时，要降低运动强度（
用力的程度）和/或运动时长 

2) 你服的药物也许会影响你的血糖水平。这可能使你感到有点头晕。如
果你感到头晕或头昏眼花：

  停止运动或减速

  服用一片葡萄糖片，或吃一块糖

  在你感觉良好之前不要恢复运动

一般安全提示
运动时请牢记以下几点安全建议：

• 坚持运动前做准备活动，运动后做舒缓活动。

• 注意你身体的提示，必要时休息一下。

• 开始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要多喝水。

• 戴上医用警觉识别腕带。

记住： 

有氧运动有助改善和控制你的糖尿病。但请在运动中确保安全和心情愉
快。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由阿尔伯塔运动，休闲，公园和野生动物基金会 
(Alberta Sport, Recreation, Parks & Wildlife Foundation) 
提供资金。

由阿尔伯塔积极人生中心 (Albert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 
创作，www.centre4activeliv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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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道适当的体重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

然而，我们也知道控制体重不是件容易的事。幸好,有规律的运
动可以帮你达到和保持健康体重。

本资料阐述：

• 你应当做多大量的运动；和

• 运动如何帮你控制体重。

我应当做多大量的运动？ 
控制体重的最佳运动是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锻炼你的心脏和肺，此类运动包括步行，骑自行车，
慢跑，越野滑雪和游泳等。

健康体重 
与 运动

有氧运动锻炼你的心脏和
肺，如疾走，骑自行车，
慢跑，越野滑雪和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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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表格描述你的运动“处方。”

有氧运动

频率？

你应争取每星期做150到250分钟的有氧运动。 

它可以是：

• 短时程：每次10分钟，每天3次

• 较长时程：每天30分钟或更多，每星期5天或更多

强度？

争取达到中等至高强度。

这意味着：

• 心跳加速

• 感觉身体发热

• 也许会少量出汗

• 呼吸会加深和加快

你喜欢做什么有氧运动？

在从事一项新运动时，应当从你感觉舒服的水平开始。

当你逐渐适应这项运动后，可以慢慢增加强度：

• 你运动的时长

• 你运动的频率

• 你运动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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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与体重控制
你吃的食品种类和你的饮食习惯对控制体重来说非常重要，但运动也能帮
大忙!

运动帮助你：

• 消耗更多能量(消耗更多卡路里)；

• 降低紧张情绪和改善睡眠；

• 改善心脏的工作状态；以及

• 全面增强体质。

控制体重应分三步走：

1) 防止体重增加

2) 减肥

3) 维持体重

防止体重增加

在可以减肥前，你要做的第一步应该是防止体重进一步增加。

重要的是要了解你的体重为什么会增加。请向你的医生请教这方面的问
题。

改变饮食习惯和加强运动可以帮助防止体重增加。

传言：如果多做运动，我可以吃任何我想吃的东西。

事实：为了“消耗掉”吃进去的食物，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体力活动。 
例如：

• “消耗掉”1罐饮料需要步行1小时。

• “消耗掉”一顿典型的速食餐(一个汉堡，外加薯条和饮料)需要步
行7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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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 

减肥最好的方式是慢慢来。正确的减肥标准是每星期减重不超过2磅。

有关设立正确的减肥目标的问题请咨询你的医生。

你知道吗？运动本身并不总能产生减肥的效果。  

确保健康食品和健康饮食习惯也是减肥计划的一部分。向营养师了解你可
以对此做出什么改变。 

运动可以帮助你：

• 保持旺盛的精力；

• 消耗更多的卡路里；以及

• 增强你的体力。

减肥后体重的维持

为防止重回减肥前体重，请坚持运动！

• 找到你既喜欢又容易做的运动！

• 请你的家人和朋友也加入体育运动的行列。与其他人一起做运动有助
保持你的运动积极性。

• 在适合你生活方式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运动。

始终把运动和健康食品作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事实：减肥后能坚持规律性体力活动的人更有可能维持他们的新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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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

• 规律性运动可以帮你达到和保持健康体重。

• 你也将从运动中获得许多其他益处。

• 开心体验！把快乐运动当作你生活中持久的一部分。

为了更积极地参加健康运动，你今天可以做什么？

请你的家人和朋友也加入体
育运动的行列。与其他人一
起做运动有助保持你的运动
积极性。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由阿尔伯塔运动，休闲，公园和野生动物基金会 
(Alberta Sport, Recreation, Parks & Wildlife Foundation) 
提供资金。

由阿尔伯塔积极人生中心 (Albert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 
创作，www.centre4activeliv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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