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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用树枝秀平衡

亚洲女平衡大师用树枝惊艳表演平衡绝技 ，随
后爆红网络 ，请屏住呼吸看完了 ！
（视频地址 ：http://t.cn/zTEz3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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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映大片《特种部队 2》、《钢铁侠 3》里，女主角曲线动人——
—

女生能练出完美腹肌吗？

健身教练：
选对运动方式，
减肥纤细两不误
小腹肌啊 女生练腹肌的方法和男生 并不在意这些，带着她的问题，记者采 性身上并不明显。“所以从先天条件 跑）或仰卧起坐，可用来达到瘦身与塑
！

一样吗 ？ 小肚子有赘肉是先要减肥还 访到了专职私人教练黄先生。
是直接练就可以 ？
■先天的激素 “劣势 ”

上来说，女生们即便想练肌肉，难度 形的作用。但在这两项运动中，动作
也比男性更大。当然，在绝大多数女生 的重复频率也很重要。动作频率越
黄教练称，一般想来瘦身的女性 眼里，这种‘劣势’应该是‘优势’吧！”黄 快，越容易营造肌肉中的缺血、缺氧状
专业解答
朋友都会担心练出肌肉问题，
但实际 教练说。
态，而这两者对于肌肉的养成都有促
想当“肌肉女”也非易事 上女性在肌肉锻炼中存在激素上的
《特种部队 2》电影海报
进作用，同时还要配合合理的高能量、
■后天的运动方式选择
在这个大多数人以瘦为美的年代， 劣势。激素水平会影响肌肉的状态， “尽管从先天条件上来说女性练 高蛋白饮食。
“减肥”是很多美女的口头禅和终身目 其中雄性激素睾酮被认为对肌肉生 肌肉的难度更大，但运动方式对肌肉 “另外，由于脂肪较低时才能显
网友发问
除了节食，不少美女开始思考其他 长有明显的作用。睾酮会促进蛋白质 的养成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比如这 现肌肉的线条，所以如果有赘肉也需
女生能练腹肌吗？ 标，
减肥方式：即在健康有度的饮食下，培 合成，抑制蛋白质分解。因此即便是 位想练腹肌的网友，只要选对运动方 要减！不过说真的女生体脂过低对健
@ 达拉是朵花 ： 最近看了 《 特种 养坚持运动的习惯。但一说到运动，
很 同样不爱运动的个体，男性也会比女 式，减肥纤细两不误。”黄教练说。 康也不好，要适度。总之，女生练腹肌
部队 2》 和 《 钢铁侠 3》， 受到电影中女 多女生又怕自己变成了“肌肉女”，失了 性壮实一些。肌肉训练也会进一步刺
除此之外，黄教练还特别提示， 天生就不容易，也不要太勉强。”黄教
主角完美曲线的影响 ， 我立志要练出 女性的娇柔。可是，网友“达拉是朵花” 激睾酮的分泌，但这种刺激作用在女 现在多数女性喜欢的跑步（尤其是长 练说。
来源 ：华商网

@本地热帖
大胆设想辅以声光电等现代科

@微时尚

扬州网友晒

你愿尝试
“人脉午餐”吗？

通过网络邀请“准同事”
聚餐，讨教职场攻略——
—

—
技，让人如身临其境——

“好莱坞游记”

博友 “龚平 ”：好莱坞环球影城， 演绎得很逼真，
是洛杉矶的王牌旅游项目，同原版 顷刻间，山洪席
的迪斯尼乐园一样，给老美赢得了 卷，房屋倾倒，铺
滚滚财源。好莱坞大名，如雷贯耳！ 天盖地，汹涌而
门脸低调，内部别有洞天 至；坐在车上进入摄影
棚，戴上 3D眼镜，恐龙
到烈焰的灼人。猛然间，一架硕大的
影城的门脸可实在不咋样，一 或魔怪呈现在你面前，有时故意朝你 飞机破墙而入，插向水面，大胆奇特
个地球模型，一座陈旧简单的大门， 扑来，张牙舞爪，把你吓出一身冷汗。 的构思，也只有美国人想得出。
多年不变。进门后，有模仿拍摄电影
在“鬼城”中，游客会遭遇无数“牛
水上游乐惊险逼真 头马面”
的群雕塑像，告示游客，这里的本行
，面目狰狞，胆小或心脏不好
是拍电影。
还有一个名叫水世界的游乐项 的游客，真不宜参观。这些闹鬼，有的
影城规模巨大，占据了好几座 目，似乎更真实。圈内是一泓水面， 是卡通模型，有的由真人扮演，反正装
山头。参观好莱坞的摄影棚，必须乘 “海盗”架着摩托快艇，荷枪实弹绑 得挺像，考验你的精神承受极限。
坐专用机车，按照预先规定的路线， 架游轮上的绅士。那种惊险场面，确 “变形金刚”千姿百态
观看美国大片中惊险场面的摄制过 实在美国大片中经常看到。爆炸火
程。洪水爆发、地震灾难的场景，被 焰在高空冲腾，都是真火，观众能感 《变形金刚》是史上最成功的商

人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
高血脂；电脑则有“三慢”：开机慢、
运行慢、上网慢。“三慢症状”的常见
表现包括：开机时间长、程序打开
慢、单机游戏卡、文件复制慢、网页
打开慢、下载速度慢、视频浏览卡、
联网游戏卡等等。

■开机慢

日前，360发布《2013中国电脑
健康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电
脑的平均开机时间为 48.7秒，相比
2011年同期加快了7.3秒。其中，开机
时间大于 48.7秒的用户占比约为
35.9%，而开机时间超过60秒的超慢开
机用户占比约为18.5%，近30%的用户
开机时间在30秒—40秒之间。

■运行慢

好莱坞场景 。 网友 “龚平 ”摄

业动画之一，它铁甲身躯的怪异形
象，成为全世界孩子们最乐意接受的
密友。影城有展示变形金刚的专门项
目，千姿百态的卡通造型，变幻莫测。
徜徉好莱坞，处处洋溢着美国
人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在高科技
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声光电等现代
科技手段，
“以假乱真”。模拟这些要
付出昂贵代价，“电影本来是高价的
梦，就是这么回事”，好莱坞电影巨
头的话，还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微热点

开机慢、运行慢、上网慢——
—

“三慢”
成电脑流行病
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很重要

运行慢是很多用户都有切身体会
的电脑健康问题。比如，文档打开时间
过长、程序响应速度太慢，文件复制、
，电脑 “衰老 ”有 5 个成
解压缩等操作总是没完没了等等。 因 ， “据分析
机体老 ”——
— 硬件自然损耗
■上网慢
和散热不良等问题造成的硬件故
”——
— 硬盘文件碎片
统计显示，上网慢是用户反馈 障 ；； ““ 骨质疏
毒素沉积 ”——
— 无用软件和
求助最多的一类电脑健康问题。其 化系统垃圾等过多
； “ 心肺负担过
中，网页打开慢、视频播放卡、网络 重 ”——
后台运行程序和服务过
游戏卡和下载速度过低是上网慢的 多 ；“—
脾胃失调 ”——
—系统设置不合
四大主要症状。

不良使用习惯加剧电脑“衰老”

点评

理或软件冲突等。
报告还列举了会加速电脑老
化的不良使用习惯 。 包括 ： 不注意
清理电脑灰尘 、 不关机直接拔电
源断电 、 笔记本未完全关机就盖
上 屏 幕 、USB/PS2 设 备 强 行 插
拔 、 经常在比较颠簸震荡的环境
中 （ 如行车途中 ） 使用电脑等 。

三五成群地一边吃着午餐、一边有
说有笑，这不是老友相聚，而是在北京、
东京等大城市的一些年轻人中快速流行
的“人脉午餐”。在我国互联网上，已经有
一家名为“人脉午餐网”的中文网站，界
面和新浪微博类似，不过注册用户只有
700多名。而在日本东京，为年轻人寻找
午餐伙伴的免费网站人气爆棚，很多即
将毕业的大学生通过这些网站，邀请目
标就职单位的职员午餐，拉近距离学习
经验，收获颇丰。
人脉午餐是指年轻人通过网络邀请
目标就职单位的职员聚餐，就餐时可以互
相学习“职场攻略”，交流流行信息，既能
积攒人脉又有助于顺利就业，日渐成为很
多年轻人跨行业交流的时髦方式。
据日本媒体报道，2012年 5月日本
一家名叫“咖啡会议”的网站最先策划了
“人脉午餐”业务。截至 2013年 4月，该
网站注册会员人数已经超过 6万人，
20-30岁的年轻人占了九成。与社会人
之间的聚餐相比，学生和社会人之间的聚
餐更受欢迎，东京地区的年轻人先要登录
相关网站，网站负责帮助他们寻找符合要
求的午餐伙伴，并把搜寻结果发送给他
们。
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就可以一起吃
饭。午餐的具体地点和时间由被约请的前
辈来定，餐费采用 AA制。就餐人数一般
是 3到 4人，包括 2名大学生。目前，除
了大学生外，这种“人脉午餐”也成为很多
年轻人跨行业交流的时髦方式。
对此，即将大学毕业的小张表示自己
私下里会尝试“人脉午餐”的形式。“感觉
自己现在欠缺的就是与社会的接触，找工
作目标不明确，
‘人脉午餐’既能多认识朋
友还能了解一些用人单位的信息。”
来源 ：互动百科

皮肤病名老中医 有效解决皮炎湿疹、
、 牛皮癣复发难题
荨麻疹
扬州京城皮肤病医院（研究所）皮肤病名老中医熊主任、姚主任帮众多患者摆脱皮肤病困扰

免疫修复双向疗法为他治疗。熊主
任介绍说，清毒免疫修复双向疗法
是从疏风解毒、活血化淤、清热利
湿、凉血润燥等多角度辨证施治，针
35岁的赵先生患牛皮癣 7年多 对性用药，在短时间内对患部进行
了，身上常会出现炎性红色丘疹和 由里及表的层层渗透，消除患部炎
棕红色斑块，严重的地方还有大片 性病变，全面修复受损血管和上皮
渗液及糜烂。他吃药打针都试过，连 组织，恢复正常血液循环，加速受损
“偏方”也试过，就是不能彻底康复， 细胞组织再生，有效增强机体抵抗
这给他的生活造成极大困扰。后来 力，改善过敏体质，对患者整体进行
赵先生慕名来到扬州京城皮肤病医 调节。两个疗程后，赵先生的病情有
院（研究所）求医，经该院皮肤病老 了明显好转，经巩固治疗一个疗程
专家熊主任确诊后，决定采用清毒 后，他的皮肤病已基本康复。

牛皮癣令他极度困扰
老中医妙手回春除顽疾

清毒免疫修复双向疗法
有效抑制皮炎湿疹、荨麻疹、
牛皮癣复发根源
扬州京城皮肤病医院（研究所）
皮肤病专家熊主任、姚主任表示：皮
炎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具有久治不
愈、反复发作的特点。要想真正解决
这一问题，采用润燥、祛湿、药性平
和稳定的中医药治疗，是目前医学
界推崇的治疗措施，可将“内调、外

治”相结合，循序渐进杀灭致病因 的毒副作用，可有效治疗过敏性皮
子，既有助于提高机体免疫力，修复 炎、神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皮肤
受损皮肤组织，又能够真正解决复 瘙痒症、牛皮癣等多种皮肤常见病、
发问题。赵先生正是受益于中医疗 疑难病，凭借“疗程短、见效快、抗复
法，所以才会这么快康复。
发”三大治疗优势，迅速享誉扬城。
由扬州京城皮肤病医院（研究
在此，扬州京城皮肤病医院
所）皮肤病专家组研创的清毒免疫 （研究所）专家郑重提醒患者：当出
修复双向疗法，正是中医药治疗皮 现皮肤瘙痒、红肿、丘疹、斑块上
炎湿疹、荨麻疹、牛皮癣等各类皮肤 多层鳞屑等情况时，不要乱投医，
顽疾的典范技术，经大量临床实践 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真正做
验证，效果远超同类技术，目前已为 到确保疗效、临床治愈，扬州京城
3万余名皮肤病患者解除病痛折磨。 皮肤病医院（研究所）专家咨询热
该疗法避免了传统外敷、内服西药 线：0514-87258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