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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 “和为
贵” 的说法， 健康生活， 离不开
“和” 字。

与天“和”， 这是一种心灵
的智慧 中国人的 “天”， 指的
是 “天道”， 即存在于天地之间
的规律。 顺应规律， 即为 “和”。
孤阴不生， 独阳不长， “和” 是
一种运动中的平衡， 是生活的安
定。 当时代的愤青， 与天地定律
反其道而行， 不仅无益于健康，
久而久之， 终会害人害己。

与地“和”， 即为自然之和
古人早就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
提倡与大自然和平相处。 如今所
倡 导 的 低 碳 生 活 ， 正 是 这 种
“和” 的表现。 爱护自然， 保护
自 然 ， 环 保 生 活 ， 这 是 与 地
“和” 的必要条件。 大自然是一
座宝库， 用善意与之相处， 我们
便能收获健康生活与无尽财富；
若不然， 涸泽而渔， 我们终会反
受其害。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对
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必不可缺。

与人“和”， 即怀有一颗宽
容心 像爱家人那样 ， 去爱别
人； 像宽容家人那样， 去宽容别
人。 与人 “和”， 才能身心安宁。

与身“和”， 即注重生活规
律， 保持身体健康 生命在于运
动， 健康的生活， 少不了适当的
运动。 与身 “和”， 要求我们必须
摆脱不健康的习惯和生活， 倾听
身体的声音， 照顾身体的安康。

叶轻驰

健康“和为贵”

“微界人”更长寿
长寿是每个人所梦想的。 其实， 想长寿并不难， 稍微糊涂点， 稍微

胖一点， 稍微出点汗， 饭吃七分饱， 做个“微界人”， 便可得长寿。

微胖 衡量人体胖瘦， 国际上
通用一项指标———体质指数 （BMI）
=体重 (千克) ÷身高 (米) 的平方。
刊登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上的
一项研究发现， 中国、 日本、 韩国
等东亚人群将 BMI 控制在 22.6-
27.4， 死亡风险最低。 美国一项针
对 600 万人、 长达 40 年的调查也
发现， 超过标准体重 10-15%的人
寿命最长， 死亡率最低。 微胖的优
势在中老年群体中更为突出。 日本
研究显示， 与偏瘦的人相比 ， 40
岁时体重稍微超重的人寿命更长，
能多活 6-7 年。 临床数据也表明，
与瘦弱的老年人相比， 微胖老人不
易发生流感、 肺炎等急性感染， 外
科手术的预后效果也更好。 其原因
在于皮下脂肪稍多利于储存能量、
抵抗寒冷、 提高免疫力、 保护重要
器官， 从而延缓衰老。 任何年龄段
的人都不该过分减肥， 老年人更要
注重补充营养， BMI 以 26 左右为
宜。

微凉 温度和健康的关系密
切， 尤其是室温和饮食温度。 研究
表明， 最佳环境温度是 18-20℃，

此时人体感觉微微发凉， 但机体免
疫力能得到最大发挥， 抗病能力更
强， 睡眠质量更高。 广西巴马瑶族
自治县是我国著名的长寿乡， 那里
的年平均气温就在 20℃左右。 要
提醒的是， 人们不要过多利用外界
手段干预室温， 忽视自身的体温调
节系统。 比如冬天室温设置过高，
夏天温度调得过低， 冬天室温以
16-20℃为宜 ， 夏天控制在 24-
26℃。 饮食也讲究低温。 一方面，
烹调方式上， 应以凉拌、 蒸、 煮等
低温烹调为主， 能最大限度地保留
食物的营养； 煎炒、 油炸等高温烹
调， 会造成维生素等营养元素的大
量损失。 另一方面， 食物应在微凉
状态下食用， 长期吃烫食， 可能烫
伤食道黏膜， 诱发食道癌。

微饿 长期坚持吃到七分饱，
不仅可以保证营养摄入， 还利于控
制体重、 保持头脑清醒。 但对很多
人来说， 保持七分饱的状态很难。
七分饱是一种似饱非饱、 对食物意
犹未尽的微饿感。 通常来说， 在吃
饭时间相对固定的条件下， 这顿吃
了七分饱， 在下一餐之前不会有明

显的饥饿感， 否则就说明没吃到七
分， 可以再加点饭量。

微汗 运动中出汗多少常被人
们用作评判运动效果的标准。 但对
中老年人来说， 大汗淋漓并非最佳
运动状态， 可导致虚脱、 跌伤， 诱
发气喘、 胸闷、 腹痛等。 因此， 中
老年人应遵循适度原则， 以微微出
汗、 稍感疲惫、 浑身舒畅为宜。

微愚 长寿离不开乐观豁达的心
态， 而豁达的心态又来源于淡泊名
利、 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 就像一
位百岁老红军所说： “不图名、 不
图利、 不着急、 不生气， 就能活个
大年纪。” 反之， 斤斤计较、 凡事较
真的人， 往往会因气愤、 抑郁诱发
多种疾病。 养生必先养心， 生活中
糊涂一点、 潇洒一点， 拿得起放得
下， 学会微愚和自嘲， 才是大智慧。

此外， 在生活中， 即使是与自
己关系很亲密的人， 激怒了你， 埋
怨了你， 你也要放宽责备的尺度。
时间长了， “日久见人心”， 人们会
很乐意地与你相处， 你也一定会尝
到人际关系融洽带来的欢乐与快慰。

郑金美

春夏至初秋季节， 眼睛容易受
到紫外线的照射， 加速衰老， 天气
炎热还容易上火而诱发多种眼病。
所以， 必须重视 “六养”， 加强对
眼睛的养护。

食养 要保护双眼的正常机
能， 就要补充多种营养成分， 以满
足双眼的需要， 其中特别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E 和钙等最为重要。 所
以， 平时的饮食一定要重视多品种
多变化， 做到合理搭配， 适当多吃
些蔬菜、 水果， 少吃些辛辣香燥之
品， 以免助热生火。

水养 水对维持正常眼压和眼
睛的滋润至关重要， 若出现脱水，
老年人还会出现白内障。 眼睛喜凉
怕热， 若饮水太少心火、 肝火上冲，
眼睛就容易发干、 红肿、 充血、 易
长眼垢。 所以要养成一年四季重视
饮水的好习惯， 每天应不少于 1500
毫升-2000 毫升， 水以白开水、 矿
泉水 、 淡热茶 、 菊花茶为最佳 。
（必须注意， 患有青光眼的患者不
宜过量饮水， 以免引起眼压升高）。

药养 对于眼睛表现有疲劳、
近视、 双眼干涩、 眼前有黑影、 飞
蚊症， 或伴有头晕、 耳鸣、 腰酸等
症状者， 常服明目地黄丸 （杞菊地
黄丸） 有良好功效， 而且对预防与
减轻黄斑变性有益。 也可在医生指
导下选用眼药水点眼。

动养 经常运动眼球， 锻炼眼
球的活力， 可达到加强血液循环、
明目醒脑、 改善视力的目的 。 方
法： 双脚分开与肩宽， 挺胸站立，
头稍仰， 睁大双眼， 尽量使眼球不
停运动。 先从左向右运动 20 次 ，
再从右向左运动 20 次， 如此反复
进行， 每次坚持 10-20 分钟。

静养 要保证足够的休息和睡
眠时间， 不熬夜。 当感到全身疲倦
精力不济和视物疲劳时可闭目养神
10 分钟， 对消除疲劳很有益。

镜养 阳光炽热的时候， 应尽
量避免外出， 若必须外出， 则应戴
有帽檐的帽子， 或打遮阳伞， 戴防
护紫外线的太阳镜， 镜片以浅色为
宜， 如茶色、 淡绿色等有益眼睛的
颜色。 若大雪天外出 ， 也要戴墨
镜， 以防引发雪盲。 若年轻人患近
视、 老年人患老花眼， 都要及时检
查， 佩戴度数适宜的眼镜。

此外， 要注意用眼卫生， 如不躺
着看书， 不在摇动的环境中 （如行进
中的汽车、火车、颠簸晃动较大的船
中）看书。 看书时要注意光线充足柔
和舒适， 光线太强或太暗都不适宜。

林秋

耳鸣昼夜不停，吵得人心烦意乱，寝食难
安。 中医素有“久鸣必聋，久聋痴呆”之说，耳
聋影响交流， 长期听不见， 不仅影响生活质
量，还会引发抑郁、老年痴呆等症，严重损害
生活质量及身体健康。

中医认为“经络不通百病生”而人体七经
八脉都汇集于头部，一定要保持通畅，而耳朵
直接连接大脑和外界的沟通， 耳朵微循环极
其丰富又很脆弱， 外源损伤和内部失调都极
易造成耳鸣甚至耳聋。

“耳聪保健贴” 是在我国古代中医基础上
进行升级，千斤药材熬成四两膏，秘制成贴，贴
于两耳的耳甲腔———距耳神经最近的地方，以
穴位贴敷方式，药力循经络而走，活血理气，通
经脉，开耳窍，行医理念皆从脾胃入手，调理五
脏，有效消除耳鸣耳聋症状，同 800 年前温补
派祖师李东垣《脾胃论》所载的“益气升阳”法
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要您打进电话，登记后即
可申领一份“耳聪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免费申领电话：400-151-6958

1、问：用于耳鸣耳聋的耳聪贴，真的免费送吗？
答：真的！ 千真万确！ 打进电话、登记后，

就免费赠送一份，绝不收取一分钱。 同时还赠
最新编辑出版的“耳鸣耳聋养生保健”新书一
本，教您在家调治耳鸣耳聋。

本次活动是由多家慈善机构和爱心企业
共同发起的全国性“听力康复”工程，计划在
两年内向全国中老年听力障碍者免费发放价
值 500 万的耳病康复用品， 以及耳病康复书
籍，普及爱耳护耳的相关知识。
2、问：耳聪贴有用吗？ 真能消除耳鸣、康复听力？

答：耳聪贴的效果，用的人都知道！ 不管

你是突发性、神经性、老年性、药物性耳鸣耳
聋，还是病毒性、噪音性以及多种原因都有的
混合性耳鸣、听力下降，只要你还有一丝正常
音感，贴上耳聪贴，同时配合我们赠送新书里
介绍的保健康复方法，就能消除耳鸣，找回健
康听力。
3、耳聪贴的质量如何？

答：耳聪贴是根据我国五千年的中医敷贴
疗法，千斤药材熬成四两，并结合现代纳米科
技研制而成， 通过相关部门严格的质量检测，
是最新升级换代产品。配合我们赠送的耳病保
健新书，效果更好！

特大
喜讯

免费为耳鸣耳聋患者
发放 2000份耳聪贴

来电就送！ 仅限前 2000 名！ 请勿错过！
1）凡年满 55岁以上，有耳鸣、耳聋、听力下降情况的中老年朋友；
2）申请人须是本市常住户口，凭本人身份证或老年证、退休证均可免费申请；
3）本活动即日起，仅限三天，在规定时间内，来电方能申请，过时无效。
4）每个身份证号限领一次，不得冒领、多领。

领
取
条
件

免费申领电话：

400-151-6958
0731-83865769

★答耳鸣耳聋患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