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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日子让人越来越迷茫，有
目标的生活会更有意义。虽然我们都知道设定一些人
生目标对发展、身心健康都有益处，但是“怎么找到
这个目标”成了难题。如果你也陷于迷茫、无意义之
中，不妨按照以下几个步骤，来探寻属于自己的目
标。

第一步，问三个问题。找到目标需要你从更深的
层面真正了解自己。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追问自己几
个很少思考的问题，为给自己找到答案:

1.“什么东西可以激励我，并给我能量？”热情和
渴望能起到最本质的激励作用，让你充满能量坚持到
底。所以，让人有力量的目标，一定是你真正热爱、
有兴趣的事情，建议把你所想到的事情都列出来。

2.“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想那些激励你的
人、你最尊敬的人、历史上你最推崇的人，你是否想
向他们靠近？还有，你希望别人是如何看待你的，觉
得你聪明、善良还是羡慕？这些你重视的特质，就是
你努力的方向。

3.“当我老了，我希望回
想起什么？”想想到了退休年
龄的自己能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经历和资本。你希望别人能想
起自己什么光荣历史？要达到
这种地步，现在应该怎么做
呢？这种“逆向规划”有助于
设定目标和预期成就。

第二步，尽量走出去。如
果一直待在自己的小圈子、小
天地里，你想破脑袋也想不出
自己喜欢什么，因为接触的太
少了。当“视野”受限，你能
搜索的目标范围就很窄，可能
一辈子都遇不到那个真心热爱
的东西。要获得全新的视角，

就要“走出去”。
最容易的就是“尝试新

事物”，你不需要惊天动地
的壮举，每周尝试一些新的
事情，如在新的饭馆吃饭或
听一种新的音乐。随着舒适
区的自然扩展，可以逐渐增加新事物挑战的难度。

还可以与陌生人交谈，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观点和
经验，与之交谈能帮你洞察人性和周围世界。如果你
鼓励自己不时地与陌生人交谈，可以慢慢融入不同场
合。询问并听取前辈意见也很有意义，他们了解你，
也经历过更多的人和事，能给你很多有建设性的意
见。

第三步，有个“自留地”。这是指要为自己腾出
空间，不要把所有时间都放到工作、玩乐、应酬上，
必须留出和自己对话的时间、空间。这样你才会认识
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优劣势是什么，人生该往哪
个方向发展。也要花时间照顾好自己，这样才有足够
的能量、积极的想法和动力来识别感兴趣的事情，如
果你当下生活很不自在，对一切都是麻木的，脑子也
不愿想，那目标就无从谈起。

第四步，心态要积极。做任何事情，积极乐观的
心态都必不可少。比如，用积极的心态看待自己，这
样能完全接纳自己，找到自己的特点，可能就成为人
生目标的引子；对待外人、外物积极，就能接纳更多
经验、知识，改变思维方式，得出新的结论；积极尝
试那些喜欢做的事，先不要问“这是不是我一生的目
标”，在行动中慢慢体会、享受、发现，也许目标就
在转角处。

过去 50 年，我们的食物来源、如何烹饪、种
植、饲养、食用、购买等已发生巨大变化。美国
《新闻周刊》研究了过去半个世纪食物的进化以及
背后的原因。

1.农场工业化。过去 50 年来，中小型农场转
变成大型工厂，以尽可能高效和低成本饲养、控
制和屠宰牲畜。如今，约 94%的牲畜出自大型养
殖场。

2.食品加工潮。二战结束和随之而来的婴儿潮
推动了精糖、添加剂、染料、防腐剂等食品添加
剂的迅猛发展。如今，我们所吃的食物有 60%以
上是加工食品。

3.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熟悉食品营养金字塔。
4.快餐连锁店激增。
5.糖消费猛增。
6.玉米糖浆兴起。高果糖玉米糖浆于 1957 年首

次研制，到 1984 年，玉米淀粉制成的浓缩糖浆是
几乎所有苏打水和甜味剂加工食品中的主要甜味
剂。

7.卡路里迅猛增加。
8.超市横扫各地。杂货店 1916 年诞生于美国

田纳西州孟菲斯，大量产品按类别进行排列，自
助杂货店成本开销降低，商品价格因而低廉。到
20 世纪 50 年代，杂货店变成了超市，深深融入
生活。

9.谷物消费增加。从 1970 年到 2010 年，美国
谷物的平均消费量增加了近 50%。

10.脂肪消费增加。油类和脂肪消费从 1970 年
每天 350 卡路里增长到 2010 年的近 600 卡路里。

11.牛奶消费失宠。
12.植物奶出现。现代人更清楚乳制品行业对

环境的影响，现在将近一半购物者会购买植物奶。
13.到餐馆过节。长期以来，过节是家庭、朋

友聚会，需要花数小时准备做饭。现在，相当一
部分人在餐馆欢度节日。

14.放养家禽流行。
15.厨艺秀走红。烹饪节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其历史与电视一样久远。
16.有机食品流行。“有机”是指在没有化学杀

虫剂或化肥的情况下种植的作物。
17.微波炉改变历史。省去了生火和锅碗瓢盆

的繁琐，节省大量做饭时间。
18.无糖饮料到来。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初，低热量、低糖饮料是向糖尿病人推销。如
今，无糖饮料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货架上。

19.信息透明。食品标签上都有了明确的配料
标签、分量大小和每日摄入量建议。

20.素食主义走红。过去 20 年，素食主义已从
一个小众领域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时髦、受欢迎且
参与人数众多的流行文化。

21.无麸质饮食兴起。麸质与肠道疾病之间的
联系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发现的。

22.大公司垄断种子。到 21 世纪头十年末，转

基因专利的获批导致美国农业集中到少数几家大
公司的手中。

23.能量饮料有了飞速增长。
24.化学品刺激口感。过去 50 年，食品工业和

化学工业发生了合并。
25.人造黄油衰落。过去 50 年，廉价、持久和

易于大规模生产的人造黄油出现了惊人增长，随
后却大幅下降。这是因为人们开始渴望更多天然
产品。

26.快餐升级。用优质配料制成的新鲜食品，
价格和时间方面仅稍高于快餐店。

27.办公室零食。电脑的兴起与办公文化的转
变，需要越来越多人在办公桌前加班加点。免费
的办公室点心让员工工作期间会下意识地不停吃
东西来缓解压力。

28.碳水背负罪名。谷物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
来，一直是人类食用的主要食物。然而瘦身饮食
文化流行， 20 世纪末，碳水化合物不断遭到诋
毁，土豆、大米、谷物和面包等食物的声誉遭到
打击。

29.半成品兴起。
30.推崇食品从田间到餐桌，减少中间环节。
31.食品浪费严重。过去 50 年，食品领域最令

人难过的变化之一是浪费严重，这已经成为常
态。美国的一次性文化每年造成 3500 万吨食物浪
费。

32.充分食用动物。从鼻子吃到尾巴，以应对
食品浪费。

33.古老谷物流行。大多数人以前可能从未听
说过所谓的古老谷物，如藜麦、法罗、苋菜和古
麦，就更别说吃了。在这些高蛋白质、高纤维、
富含维生素的谷物再次获得广泛发现后，如今越
来越流行。

34.快递上门。预计到 2025 年，这个领域将占
领美国食品杂货市场 20%的份额，销售额将达到
1000 亿美元。

35.蛋白质流行。与脂肪、糖和碳水化合物不
同，作为食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蛋白质一直是科
学和医学研究的一大热门。如今，补充剂行业的
兴起让普通百姓也开始痴迷于蛋白质。

36.农产品专区更显眼。农产品专区一直都是
放在杂货店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但随着人们对健
康、新鲜的果蔬需求增加，农产品专区急剧扩大。

37.早午餐催生。周日快到中午的时间段是餐
馆最忙的时候之一。

38.食品广告无处不在，内容多是儿童食品和
饮料。

39.美食占据网络，导致不健康饮食火遍全球。
40.肥胖症蔓延。过去 50 年食物的最大变化就

是，在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上，如今人们可吃的东
西太多了。这样的结果导致近 40%的人群患有肥
胖症，而肥胖与癌症、心脏病、糖尿病、中风等
慢性疾病直接相关。

力量训练是通过肌肉对抗阻力的反复收缩来
增加肌肉的力量 （最多一次能举/推起多重） 和耐
力 （重复抗阻的次数或时间）。因为阻力是力量训
练的前提，这也是为什么力量训练也叫“抗阻训
练”，俗称“撸铁”。

力量训练给身体带来的最大益处就是增肌。
最新研究发现，拥有强壮的肌肉，可帮助免疫系
统对感染和疾病做出快速反应，且肌肉越多的人
产生的免疫反应更好，从而减少生病的可能和时
间。此外，力量练习还可降低患癌症的风险。

力量训练对提高老年人的免疫功能尤为重
要。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肌肉的质和量都开
始下降。如果不用力量训练干预，30~60 岁之间，
肌肉可下降 40% ， 60 岁以后每年可下降 1.4% ~
2.5%。肌肉萎缩加上多余的脂肪往往成为免疫系
统受损的导火线。研究表明，肌肉减少症与一些
传染病 （包括肺炎） 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相关。
所以，提高老年人的免疫功能，力量训练至关重
要。

力量训练怎样练？掌握以下核心元素是关键：
强度：在力量训练中指可以举起的重量。最

常见的力量训练强度使用 1RM （即一次可以举起
的最大重量） 来定义。如果一个人最大可以举起
的 重 量 是 50 公 斤 ， 那 么 40 公 斤 就 代 表 80% 的
1RM。提高免疫力力量训练时最大强度不应超过
85%的 1RM。所以老年人在刚开始力量训练时，可
以从 60%~65%的 1RM 开始；如果身体非常虚弱，
可以从 15~25%的 1RM 开始。

重复次数：重复次数指每组练习中重复动作
的次数。重复次数和强度呈负相关。强度越大可
重复的次数越少。一般二者的关系如表所示。

频率：即每周练几次。一般建议在 2~4 次之
间，即每个大的肌群每周至少练 2 次，最多不超过
4 次。每次训练之间要有 48 小时的间隔。具体实
行可通过一周 2~4 次训练把全身主要肌群都过一
遍，或加大频率，但每次只集中 1~2 个大肌群，但
此方法不适用刚开始锻炼的人群。

组数：每个动作练 3 组对提高力量有帮助。不
过刚开始以一组为好，再逐渐增加，但不要超过 3
组。每组间应休息 2~3 分钟。

时间：每次练习的时间长短，应掌握在 20~40
分钟之间。

练习内容：以多关节运动 （即运动中有多于
一个关节参与的运动，如硬拉） 为主，避免单关
节（如弯举哑铃）的运动。另外，全身的主要肌群
（即胸、肩、臂、背、腹和腿） 和对立肌群 （如背
部肌肉和胸肌）在一周的训练中都应该练到。

循序渐进和多样性：欲速则不达，力量训练
一定要循序渐进。此外，力量训练比较单调，应
不断变化训练组合，让训练变得更有趣和挑战
性，从而保证训练的有效性。

除了提高免疫力，力量训练还有许多好处，
如骨骼更坚固、保持关节柔韧性、减轻关节炎症
状、控制体重、管控慢病、减少跌倒风险等。

肌肉多，
免疫功能好

生活中经常见这种情况：让孩子做点事情，
他会不停地讨价还价，令很多家长头疼不已。为
什么孩子爱跟父母讲条件呢？

自我意识发展。随着成长，孩子的自我意识
越来越强，希望通过和父母谈条件满足自己的需
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家里的孩子爱讲条
件，说明其父母是开放的、允许表达的。如果家
庭养育风格是极端权威型的，孩子对父母的要求
绝对服从，很难开口提条件。

模仿。“你整理好房间我就给你买你最喜欢的
书。”“你再弹两遍这个曲子我就让你吃一个冰激
凌。”如果生活中父母总是习惯这样说话，那孩子
潜移默化也会学会这种沟通方式。

缺乏内驱力。你可能很少听到孩子说，必须
要给他们什么好处，才会看电视、玩耍，因为他
们发自内心地喜欢玩，享受玩带来的快乐。当孩
子对一件事缺乏内驱力时，就容易与父母谈条件。

不断试探底线。有的孩子提条件其实是在试
探父母的底线，如果父母没有坚持住，孩子会觉
得规则是可以被破坏的。或者会认为父母没有答
应自己，只是因为自己哭闹得不够。

当孩子提出条件时，父母不能一味地妥协，
可以和孩子讨论出一个规则，然后温柔坚持、守
住界限，让孩子学会遵守规则。此外，答应孩子
的条件虽然暂时能让孩子乖乖听话，但并非长久
之计，要想让孩子心甘情愿地做某些事情，需要
发掘他们的内驱力。当孩子已经有了做一件事情
的内在动力时，就不需要靠物质奖励激发了。可
有意识强化孩子做这件事的积极感受，如喜悦的
心情、完成任务时的成就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