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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养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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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六）杠铃跟我学 22

器械健身·

在百岁老人数量位居全国第
一的江苏， 年过百岁不是新闻，
但是身患癌症还能活过百岁， 陈
新是江苏第一人 。 这位抗癌 32
年的老人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养生
秘诀呢？

今年 100 岁的陈老 1982 年
患上贲门癌的时候才 68 岁， 他
和很多癌症患者一样， 先进行了
手术， 然后接受化疗， 但在第一
次接受让他痛不欲生的化疗之
后， 他坚决不同意再次化疗， 而
是出人意料地去山上养蜜蜂， 过
上了享受自然的田园生活。 他每
天都呼吸着新鲜空气， 喝蜂浆，
且从来不把自己当癌症病人看，
心态比健康人还好。

陈老喜欢运动， 拉单杠一直
拉到 90 岁， 俯卧撑一直做到 97
岁。 他每天 6 点多起床， 起床后
自己洗洗刷刷 ， 然后开始吃早
饭， 吃完早饭看看电视练练毛笔

字， 不急不慢。 夏天的时候是
早晨出去锻炼， 冬天早晚温度
太低， 他就中午去锻炼， 不管
是哪个季节， 他每天锻炼 1 小
时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

很多长寿老人虽不怎么从
事体育锻炼， 但都有干家务的
习惯 。 但陈老是两样全爱好 ，
他闲不住， 住在 90 多平方米的
房子 ， 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
做饭菜、 拖地， 打扫院子， 他
样样在行， 他还常把着网络上
流行的一句话 “舒服是留给死人
的， 活人要多劳动” 挂在嘴边。

陈老的 5个子女都很孝顺， 都
宠着他， 听他的话。 陈老做任何决
定子女们都尊重他， 只要他开心就
好。 他的饮食很规律， 荤素搭配，
喜欢吃面食， 面条一吃一大碗， 一
辈子不抽烟不喝酒， 他最喜欢吃的
水果是猕猴桃， 只要市场上有卖，
他每天都要吃一个。

应该说陈新老人的长寿离不开
子女们的孝顺 ， 这是充满亲情的
“长生不老药 ”， 这并非个案 。 据
悉， 江苏省如皋市百岁老人人数居
全国同类地区之首， 而且有雄厚的
百岁老人后备军， 超过 94％的如皋
百岁老人与晚辈生活在一起。 他们
不但对老人物质上给予保障， 生活
上给予照料， 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给
予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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肱三头肌 （1）： 杠铃颈后臂屈伸
肱三头肌按照手臂肌肉比例

来讲， 不需特别大围度， 而需要
细致的精度。 杠铃颈后臂屈伸就
是练习肱三头肌非常有效的动作
之一， 动作很难， 只有肱三头肌
和肘关节的力量十分强大后才可
进行此练习。 根据姿势可分为坐
姿和站姿两种， 建议采用坐姿。

目标锻炼部位 增加三头肌围度
【动作要领】
1、 反坐在座椅上、 肩胛骨

下沿抵靠座椅， 也可坐在长凳前
端； 如果采用立姿， 则要求全身
直立， 动作过程中保持不要晃动。

2、 将杠铃举在头顶， 双臂
伸直， 但两肘并不锁紧， 上臂正
好位于双耳外侧； 屈肘缓缓向颈
后下低杠铃， 停止在前臂刚刚超

过同地面平行的位置 ； 稍稍停
顿， 然后上臂发力， 将杠铃举回
起始的位置。 重复。

【注意事项】
1、 时刻关注肘关节， 压力

很大时应停下来休息再练习， 否
则易受伤。

2、 肘关节的方向不论在动
作发力还是还原都要保持向前的
位置， 否则不但锻炼不到肱三头
肌还会很容易造成肘关节损伤。

3、 头部位置要稳定， 在用
力时颈部肌群很容易去借力， 由
于颈部承受压力有限， 如果颈部
过分发力会造成颈椎扭伤。

4、 站姿与坐姿比较起来 ，
容易出现晃腰情形 ， 因此要避
免腰部受伤。

健身教练 俊宇

中医认为， 心属火， 夏亦属火，
进入夏季， 心气火旺， 故尤需重视养
心。 以下为初夏养心四要诀：

一、 凝心神 心藏神， 为人一身
的主宰， 因此调神安神， 实为养心之
首要， 故 《医钞类编》 中说： “养心
在凝神， 神凝则气聚， 气聚则形全”。
所谓凝神， 实际上就是要保持精神上
的安谧和清静， 这样人自然就会平静，
情绪乐观， 心平气和， 血脉流畅。

二、 节情志 情志泛指人的情
绪， 包括喜、 怒、 忧、 思、 悲、 恐、
惊等七情。 情绪对人的影响大， 对心
的影响更大， 因为心主管情志。 七情
中尤以怒、 悲、 恐等对心脏影响为
大， 所以， 善养心者必节制情绪， 不
使过激。

三、 善运动 唐代名医孙思邈曾
说： “身体欲使小劳， 则百脉和畅，
气血长养……譬如水流不腐， 户枢不
蠹， 皆因运动是也”。 通过运动， 使
气血流畅、 百脉俱通， 毫无淤滞， 自
然心气充盛。 这亦为现代医学证实：
适量运动使心肌得到锻炼， 同时加强
了心脏的血搏输出量和心脏冠脉血流
量， 这对预防和改善冠心病等， 均有
很大帮助。 常见的运动方式如慢跑、
散步、 游泳、 骑车等， 因人而异。

四、 调饮食 进入夏季， 心气旺
盛， 此时不宜多食温补润腻之物， 否
则易犯火上浇油之错误。 故 《饮膳正
要》 主张： “夏气势， 易食菽以寒
之”。

武树霞

“气死我啦！ 愣是跟罗大婶聊不
到一块儿， 说我啥都不会。 还有前楼
的王大爷， 取笑我玩不转微信。 卫
子， 你说这叫什么事？” 那天我一下
班， 老妈就喋喋不休地抱怨， 老爸尴
尬地搓着手， 一脸的苦笑和无奈。

老两口子退休后 “深居简出”，
除了每天例行买菜， 在江滩上散步，
活动一下筋骨， 便是 “宅” 在家里。
偶尔去社区 “老年角”， 当别人眉飞
色舞地高谈阔论时， 因为没有对新
事物的经历和感受， 只能当当听众。
难怪他们遭人 “奚落”。

听了老妈的话， 我心中一动。 老
年人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晒出来， 也是
与他人分享幸福和快乐， 有益身心。
于是， 老两口都萌发了想学习的心
理， 我便成了他们的 “老师”。

只要有空 ， 我就带老两口在外
面见世面， 扩大眼界。 原来只听说
坐地铁舒适快捷 ， 因为是新玩意 ，
两老怕下地道找不到北。 我便亲自
带他们体验了一把 ， 从投币取票 ，
入闸门到选乘方向等一一跟他们做
示范。 那次老爸到市郊看老战友， 出
门前打手机， 坐地铁只需半个小时就
到了， 以前他去要换乘 3 趟公交车。
老战友重逢相聚， 也就是 “分分钟的
事”， 坐地铁头还不晕。 去大学城看
上大三的孙子， 逛 “皮革城”， 条条
线路熟得很。 原来取笑他的王大爷现
在反过来还请教老爸呢。

初尝甜头， 老两口兴致上来了，
让我教他们如何用手机刷微博， 玩
游戏 。 我给老爸的手机定制流量 ，
免得他上瘾。 老爸把他的圈子建了
起来， 对着手机讲话， 比发短信更
便宜更方便。 老爸再辅导老妈， 在
网上 QQ 群里向 “织友” 晒她最新作
品， 交流心得和技艺， 忙得不亦乐
乎。 老爸还学会了在网上 “淘宝”， 隔
三差五地有快件包裹到。 老爸还在网
上加了 3 个老年群， 一有活动， 根据
自己的财力、 身体状况和兴趣， 欣然
报名。 至今， 他们共参加了 1 次境外
游， 3 次外省游， 市内 “一日游” 不
下 15 次。 接触外面的世界和新消费，
老两口感觉自己成了 “饱学之士”， 物
有所值， 愉悦身心， 生活处处充满阳
光， 晚年的内容也由此变得丰盈起来。

刘卫

带癌也能活百岁

陈新老人在百岁寿宴上。

■顺时养生

初夏养心
四要诀

古人养生之法甚多，流传较广的
有“六养”。 “六养”具体所指如下。

●水声养耳 人的五觉， 特别
是视、 听、 嗅觉往往是相联系的。
听水声， 同时嗅花香， 如曾巩 《西
湖纳凉》 里的诗句： “最喜晚凉风
月好， 紫荷香里听泉声”。

●绿草养目 绿草红花， 古人
常并提， 皆能养目也。 如张翥 《丹
青小景山水》 的 “野水碧如草， 桃
花红照人”。 王安石甚至认为绿草
比红花更美， 更能养目。

●观书养心 读书， 不一定要

读新书， 只要勤于思考，
读出新滋味， 照样能养
心。 现在讲 “回归大自
然”， 其实， 自然山水景

物是第一自然， 书籍特别是游记、
散文、 山水诗所表现的自然之美，
可看作是第二自然， 是纸上的风
景。 所以， 要培养胸中的山水， 使
自己 “胸有丘壑”。

●琴书养指 宋人欧阳修认
为， 弹琴可以治病。 他在 《琴说》
中说： “予尝有幽忧之疾， 退而闲
居， 不能治也。 既而学琴于友人孙
道滋， 受宫声数引， 久而乐之， 不
知疾之在其体也”。

书法通过手、腕、臂带动全身，

其功能与气功、 太极拳有异曲同工之
妙。 书法的执笔、运指是基本功，要求
指实掌虚，五个指头一起用力。

●杖履养足 就拿 “杖” 来说，
选择一根合适的手杖， 可使老人走路
时感到舒适、 可靠， 站立时， 又可作
支柱。 此外， 手杖还可为老年人增添
风度。 合适的手杖应该是杖杆质地坚
固， 长度合乎标准， 杖柄稍宽。

●静坐养筋 老人练静坐功， 可
使身体里的十四经络畅通， 这样就不
易发生关节炎、 动脉硬化等疾病。 静
坐时心情要舒畅， 轻松乐观， 最好把
每天一刻钟静坐锻炼作为一种习惯坚
持下来， 方有成效。

曾庆鸿

古人“六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