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75 岁的曾大爷近日出现怕冷、

手脚发凉症状， 他自我诊断为“风寒”， 自

煎姜汤口服未见效， 故告知子女。 子女认为

“低体温利于长寿”， 故未做任何处理。 半个

月后曾大爷上述症状加重， 双脚不能走动，

触之无反应， 故子女急送某医院求诊。 医生

诊断为血液循环不良所致的双脚缺血性坏

死， 需要截肢。 曾大爷和子女们后悔莫及。

【医生点评】 老年人， 特别是 80 岁以上

的高龄老人常有畏寒、 四肢发冷， 腋下体温

在 35℃-36℃之间， 口腔温度低于 34.4℃，

则可以诊断为低体温。 有的人认为， 低体温

特别是老年人低体温无关紧要， 甚至可以降

低机体代谢率， 有利于长寿。 其实， 这是不

对的。 老年人低体温严重时可致残 （如本

例）、 致死。

低体温的症状， 在循环系统方面可表现

为周围血管收缩、 低血压、 心律失常， 严重

时可诱发心室纤维颤动 （室颤） ———这也是

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在消化系统方面

可表现为胃肠蠕动减慢、 胃扩张和肠麻痹

等； 在呼吸系统方面可表现为呼吸无力、 呼

吸困难甚至肺不张等； 在神经系统方面可表

现为反应迟钝、 意识不清， 较严重的可表现

为瞳孔散大、 对光反射消失、 濒死状态， 或

发生惊厥、 抽搐、 癫痫发作等。

一般来说， 老年人低体温是由于年老体

衰、 低代谢率、 新陈代谢减慢引起， 对于营

养不良或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时有发生， 这是

不可逆的生理现象。 老年人患感染性疾病时

可出现发热， 也可出现低体温 （机体反应差

所致）。 但发热较易被察觉， 能及时得到纠

正， 如果低体温不能被及时察觉， 后果轻则

影响生命质量， 重则可致残 （四肢末端因缺

血缺氧坏死截肢）、 致死 （因心室颤动致心

跳骤停）， 这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尤其

危险。 广东省连州市北湖医院 陈金伟

●注意保暖 当室内或周

围环境温度低于 18℃而又未采

取保暖措施 （如开放暖气、 生

火取暖、 电热毯取暖等） 时，

则容易发生低体温， 故应设法

使居室或环境温度高于 18℃，

及时增减衣物， 注意保暖。

●摄入足够热量 饮食如

无明显禁忌， 应摄入均衡的蛋

白质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瘦

肉、 鱼类、 乳类和蛋类等）、

碳水化合物 （富含碳水化合物

的食物有谷类、 面粉类和糖类

等）、 多种维生素 （如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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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和

E等） 和微量元素（如锌、 铁、

磷、 镁、 钠、 硒、 钾和钙等）。

●增加体力活动 缺乏体

力活动可使心跳、 呼吸减慢，

思维迟缓， 对低温环境反应也

迟钝， 血液循环减慢， 身

体———尤其是肢体易出现供血

不足而导致低体温， 故低体温

的老年人应适当增加体力活

动， 以促进血液循环， 使肢体

温暖起来。

●勿服三环类抗抑郁药

（如多虑平） 三环类抗抑郁药

可削弱体温调节中枢的功能，

使体温调定点下降到正常以下

而呈低体温状态， 故老年人低

体温者应尽量不用此药， 或者

改用类似作用的其他药物。 此

外， 口服抗组胺类药 （如扑尔

敏、 非那根、 苯海拉明等） 也

可导致低体温。

如经上述处理 1-3 天未见

明显效果， 应立即到医院就

诊 （医生会酌情给予复温治

疗）， 以免长时间低体温导致

身体出现器质性损害， 甚至危

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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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身体不好， 30 岁后明显

精力不济， 喜暖畏寒， 倦怠乏力。

后听说年逾八旬的国家级中药师徐

锡山先生的个人保健秘方， 就是每

天生嚼一把枸杞子， 至今腰不弯、

眼不花， 平时连个感冒也没有。 我

如获至宝， 开始每天泡枸杞茶喝。

但这样过去了半个月， 不但身体未

见好转， 原本不成形的大便却更加

不成形， 后来一位老中医告诉我，

枸杞虽好， 但其性微凉， 阴虚的人

可以食之， 而我属阳虚体质， 身体

寒湿较重， 食枸杞后反而加重了寒

湿， 故大便愈加不成形且粘腻。

弄明白自己的体质特征后， 我很

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养生原则， 对

五花八门的养生方法也能客观对待。

中医认为“动则阳生”， 就是多运动

有助于阳气的生发， 于是， 我开始每

天早晚各拿出半个小时练习五禽戏。

五禽戏有 5种类型的动作， 作用

各不相同。 一般说， 练虎势， 能使周

身肌腱、 骨骼、 腰髋关节功能加强，

精力旺盛； 练鹿势， 能引伸筋脉， 益

腰肾， 能增进行走能力； 练熊势， 能

使脾胃功能增强， 且能壮健力量； 练

猿势， 能够增强神经、 肌肉反应的灵

敏性， 放松大脑神经系统的紧张性；

练鹤势， 能加强肺呼吸功能， 提高平

衡能力。 这样坚持习练百日后， 即觉

精神旺壮， 力气倍增， 真的“远非药

石可比”。

在练习五禽戏的同时， 我还在食

疗上下足了功夫。 狗肉、 羊肉、 鸡

肉、 韭菜、 刀豆、 洋葱成了我最常吃

的菜。 后来， 我还将饮品进行了调

换， 除了春夏偶尔喝一点绿茶外， 其

余时间一律喝自制的姜红茶。 绿茶性

凉， 红茶性温， 而生姜可温中散寒。

同时改变不良的作息习惯， 坚持早睡

早起。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综合调理，

效果渐渐出来了。 两年后， 原本萎黄

的面色变得红润而有光泽， 头顶早脱

的头发也渐渐长了出来， 以前畏寒怕

冷、 腰膝酸软、 疲倦乏力的症状早已

跑到了爪哇国去了。 长久不见的朋友

偶尔碰面， 都惊叹我的变化， 他们向

我讨教养生秘诀， 我笑说： “哪有什

么秘诀啊， 去练五禽戏吧， 一定会让

你精充、 气足、 神旺！”。 徐如涛

我的养生经

□

□

人站立行走容易给颈椎

造成负担， 加上脑力劳动

者长期伏案工作， 颈部和

肩部的肌肉牵拉紧张而得

不到缓解， 形成慢性痉挛，

所以， 现代人很多都患有颈

椎病。 但治疗的方法也有很

多， 尤其是中医的反向治疗

很奏效。

●骑赛车 由于山地车

车架的特殊构造， 车座和操

作控制梁的角度是在 71-74

度之间。 我们的双手握在车

把上， 上身呈前倾姿势， 头

仰起， 这与我们平时低头工

作正好相反， 起到了反向治

疗的作用。 每次骑车不要超

过 1 小时， 每星期 2-3次。

●学蛙泳 蛙泳在换气

时颈部从平行于水面向后向

上仰起， 头部露出水面呼

吸。 这样每换气一次颈部都

需向后向上仰起， 同样起到

了反向治疗的作用。 每周游

1-2 次， 每次 30 分钟， 可

有效地预防颈椎病。

●练鸟功 中医很早就

开始模仿动物的动作来强身

健体， 预防治疗疾病， 如五

禽戏、 大雁气功等。 鸟是不

会得颈椎病的， 这不仅与它

身体构造有关， 而且与它的

飞翔密不可分。 鸟功就是模

拟鸟展翅飞翔的动作而来

的。

起式： 身心放松， 双臂

自然放于身体两侧， 双脚并

拢， 按个人习惯向前迈出左

（右） 脚， 前脚跟距离后脚

尖大约半个脚掌远， 两脚间

距离一个半脚掌宽， 以保持

身体稳定。

展翅： 双臂缓慢向前向

上举至与肩同高同宽时向后

向外展开， 同时头向前缓慢

伸至可承受的最大程度， 略

停留 2-3 秒。

收式： 双臂按原线返

回， 头缓慢恢复至原位。

每次反复做 10 次， 每

天 1-2 次。 首次做操切忌

过于拉伸， 以免肌肉关节受

伤； 做操时要使背部肌群与

颈部肌群同时得到锻炼 ；

动作要和缓， 颈部术后或

脊髓型颈椎病患者做操前

请咨询医生。

张正修

健康提醒

□

□

老年人低体温

可致残

如何防治老年人低体温

相关链接

□

□

“展翅飞翔”

疗颈椎病

国药“平息胶囊”由百年老字号百草厅提供验方，国

内外多名中医专家按卫生部标准精心研制而成的纯中

药。 上百万例患者临床验证，疗效极为显著。 主治急慢性

气管炎、老年性、过敏性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

尘肺，矽肺、咳嗽痰多、动则喘重等。此药可直接输送到呼

吸系统，强力平喘、平咳、是气管炎，哮喘病人的首选良

药。 无论病史长短，服用当天见效，一般患者连服 3-5 疗

程即可治愈，每疗程 58 元（30 天），针对久治不愈顽固性

患者另有“咳喘康胶囊 1 号”，每疗程 68 元（30 天）。

为了使更多患者早日得到康复，本中心即日起开展买二

疗程送一疗程，买三疗程送二疗程，特大帮扶赠送活动。

外地患者可通过当地邮局汇款办理购药业务，办理药到

付款加快递包裹费 40元，本广告长期有效，节假日不休。

全国咨询电话：010-81160385 13552146398

农行办理卡号：6228481730957507313

收款人：周计春 邮编：100040

汇款及通信地址： 北京市 100040-77 信箱中国医学学会

研究中心

国药“平息胶囊”治愈气管炎哮喘，冬病夏治，疗效好

京药广审（文）第 2010009013号

多年哮喘病，治好不复发

全国电话购药，送药上门，药到付款，零风险购药

国药“平息胶囊”治愈气管炎哮喘，冬病夏治，疗效好

多年哮喘病，治好不复发

全国电话购药，送药上门，药到付款，零风险购药

京药广审（文）第 2010007011号

【联邦·星瑙灵胶囊】 系列药品由诺贝尔医学奖

2000 年获得者保罗、 格林加德博士等率领世界顶尖脑

病科学家(网上可查)，联合我国最具权威的医疗机构--

中国国际科学院脑病研究中心，20 多位院士历经 10

年、耗资 1.5 亿美元，成功研制出世界上首个唯一能彻

底根除帕金森·脑萎缩.·脑瘫·偏瘫的特效绿色药。该药

组方严谨，针对性强，其疗效是传统药物的几十倍，被

世界卫生组织指定治疗脑病的专用药。【联邦·星瑙灵

胶囊】 经过几十万例患者临床验证， 具有以下独特功

效：①独含多肽免疫活性因子，能迅速穿透血脑屏障，

营养修复大脑神经细胞，彻底清洗被堵塞的血脑屏障，

给大脑补充足够的血液和氧气，激活脑细胞再生，促进

多巴胺的合并和再生。 ②超强生物干细胞能迅速改善

大脑血液微循环，恢复血管弹性、软化血管，消除血栓，

预防其他心脑疾病的发生。 ③独具开窍健脑增智，活血

除颤、填精补髓，迅速改变患者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

语言障碍、行动不便、手足振颤、大小便失禁等症状。 还

可以解除长期服用西药、中草药留在体内的毒素，摆脱

药物的依赖性、成瘾性，标本兼治、连根除。

签约治疗：无论患者年龄多大、病史多长，10-15 天

都有明显疗效。 一般 2-3 个疗程即可康复， 严重患者

3-4 个疗程即可康复。愈后 10 年复发免费治疗，直到康

复，让脑病患者无后顾之忧。

特大喜讯：凡服用 15 天无疗效者全额退款，在我院

成立 61 周年之际，一次性购买 1 个疗程赠送 1 个月；买

2 个疗程赠送 2 个疗程，并可以获得一份《放心药品质

量万里行签约治疗合同书》，此合同书受法律保护。 该

药品已通过国家权威部门严格检验和认证， 并附有国

家激光防伪商标和诺贝尔医学奖专用荧光防伪标签，

患者放心使用。 假一赔十（本广告长期有效）

24 小时专家热线：

010-51651499

官方网站：www.naobing01.com

德国礼达大药厂生产亚太地区技术指导及分装机构：

中国国际脑病医学科学研究院治疗中心。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鼓楼东街 198 号

拯救帕金森·脑萎缩·脑瘫·偏瘫

国际品牌 签约治疗 双重防伪 药到付款

拯救帕金森·脑萎缩·脑瘫·偏瘫

国际品牌 签约治疗 双重防伪 药到付款

助我气足神旺

五禽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