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时养生

年近半百的李女士， 近一年来总是
右肩酸痛， 慢慢发展到手臂无法举过
头， 连日常的梳头、 穿衣等都受到限
制。 天一凉， 肩部首先觉得发冷。 这其
实就是肩周炎， 因常见于 50 岁左右的
中老年人， 又俗称 “五十肩”。

中医认为， 五旬之人， 肝肾亏虚，
气血渐亏 ， 筋脉得不到充分的濡养 ，
加之肩部劳损过度或感受风寒湿邪 ，
引起寒凝筋脉所致。 “五十肩” 患者
除医院正规治疗外， 更重要的是患者
要坚持自我功能锻炼。 下面是几个简
单的自我锻炼方法：

手指爬墙 面对墙壁站立， 用患侧
手指沿墙壁徐徐上爬至最大限度， 在墙
上做一标记， 下次争取超过这一标记。
反复锻炼可逐步增加摸高的高度， 使患
肩的活动度加大， 恢复正常功能。

摇膀子 康健侧手叉腰， 患侧手、
腕、 肘关节伸直， 呈车轮状摇膀数 10
次， 每天做 2 遍。

上举屈肘 双脚开立与肩同宽， 双
手握一木棍上举， 以健肢带动患肢， 做
屈肘、 上举动作数 10 次， 每天做 2 遍。

健手牵拉患臂 双脚开立与肩同
宽， 双手在背后相握， 用力将患臂向健
侧、 向上牵拉， 幅度由小到大， 反复练
习数 10 次， 每日 2 遍。

钱琦

自我锻炼摆脱肩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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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的养生说③

■我的养生经

王氏打坐法具体方法如下：
1、 坐姿不强求。 坐于高椅、

板凳自便， 双腿交叉。 最好于毯
状物上盘腿而坐， 五指张开， 放
于膝或大腿上。

2、 全身处于微微绷紧中的
放松状态 ， 挺胸 、 展肩 、 收腰 、
收颌， 头顶像放了一碗水或一本
书的感觉。

3、 双眼睁开， 看所有的一切
都逐渐进入广阔状态， 刚开始不
习惯， 可先闭一会儿眼睛， 再看
自己的鼻尖， 慢慢凝神后再抬眼。

4、 深呼吸 ， 即腹式呼吸 ，
一边呼吸， 一边进入大脑空白的
状态， 可以想象大海、 森林。

5、 刚开始打坐 10-20 分钟
即可， 当双腿和脚掌麻胀感增强，
可将双腿收起后交叉， 双手相交，
抱膝而坐， 深呼吸至双腿不麻后
再起立。

王绵之大师曾经两次遭遇癌
症， 一次是结肠癌， 一次是肺癌，
但他都一一化解 ， 康复得不错 。

总结自己的抗癌经验 ，
王老认为最主要的就是
保持心态平和 ， 不管身
处什么样的环境都泰然
处之， 快乐每一天。

王老说 ： “如何来
延长生命 ， 特别是把生
存质量提高 ， 就是不要
妄求， 怕死就是妄求。 老想今天
怎样长寿， 明天怎样长寿， 这违
反自然规律呀 ， 不可能的事情 ，
你心态一淡， 相反寿命可能比你
想的还长了。”

快乐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笑 。
俗话说： “笑一笑， 十年少”。 人
的身体是一个天然药库， 当人们
欢笑的时候， 就能分泌 “快乐荷
尔蒙”， 这种 “快乐荷尔蒙” 有利
于提高身体自身的免疫力， 帮助
你战胜疾病。

王绵之大师还有一个养生小
窍门， 那就是使用腹式呼吸。 方
法很简单 ： 向外呼气时瘪肚子 ，
向内吸气时鼓肚子， 按照正常的

呼吸频率即可。 他说这样可以将
身体里的废气呼出去， 然后再将
新鲜的空气吸入体内， 起到吐故
纳新的作用。

王绵之大师 80 多岁时因罹患
癌症， 所以在平时的饮食中， 会
服用冬虫夏草来保持身体健康 。
关于冬虫夏草的服用， 他的经验
是要少量久服。 王老一般是把冬
虫夏草研成粉末， 每天半克， 放
入牛奶中溶化后服用， 而且持之
以恒。 王老认为， 短期大量服用
虫草太浪费， 身体吸收不了， 还
可能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 对
身体没好处。
湖南中医药大学 刘朝圣 彭丽丽

由于从小就严重营养不良 ， 加
上长期干重体力活， 老伴落下了不
少病， “三高” 虽然没有， 便秘成
为顽疾。 退休 12 年来， 她先后参加
过 5 次社区组织的企业退休人员健
康体检， 体检手册换了一本又一本，
有的化验单已经出现破损 。 为此 ，
我从今年春节后， 着手为老伴建了
一个完整的电子健康档案， 就放在
家中电脑的桌面上 ， 随时都可以点
击察看。

在建档的过程中， 我设计了相
关表格。 按照年限顺序， 将每次健
康体检的数据资料全部录入， 这样
查找起来就比较方便。 同时， 我还
把桌面上的电子健康档案资料， 装
进了自己的优盘里保存 。 有一次 ，
我陪老伴去某医院看专家门诊时 ，
专家询问病史， 我将优盘从包中取
出， 放进专家电脑中让其察看。 专
家看后， 不仅全面了解了我老伴的
病情发展史， 还对我制作的这份电
子健康档案给予充分肯定， 夸我是
个对老伴身体健康负责任的人。

在老伴的电子健康档案里 ， 除
了她历次的健康体检资料外， 还有
我平时针对她的病状， 从报刊和电
脑里收集的相关资料， 例如便秘病
人在饮食方面要注意的事项、 如何
保持好心态等等。 这样下来， 老伴
的病得到了有效控制 ， 老伴常对邻
里说： “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嫁
对了人！”

听到老伴这一番话 ， 我心里感
到比喝了蜜还要甜。

姚国勇

春天是生发的季节 ， 夏
天是生长的季节， 这种生发
和生长的蓬勃和向上状态， 用
“阳” 来代表， 故 《黄帝内经》
有 “春夏养阳” 之说。 春夏之
交， 天气忽冷忽热， 更应重视
对生发之阳气的保护， 从起
居、 情志、 饮食等方面着手，
便可达到扶正气、 平阴阳、 调
脏腑的目的。 春夏养阳从具体
来说， 要注意 “三要”：

要晚睡早起 每天早点起
床， 以顺应阳气的充盈与盛
实； 晚些入睡， 以顺应阴气
的不足。 夏季多阳光， 不要
厌恶日长天热， 仍要适当活
动 ， 以适应夏季的 “养长 ”
之气， 夏日午睡是养生健身
的重要方法， 既能补偿夜间
睡眠的不足， 更能顺应人体
生理特点的养护需要。

要防晒护肤 夏季烈日炎
炎， 强烈的阳光照射会对人
体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 阳光
中的紫外线不仅能使皮肤晒
黑， 而且还导致白内障、 晒伤
皮肤， 引发皮肤癌。 此外， 长
时间在烈日下暴晒， 人体的体

温调节失去平衡， 使机体大量
蓄热， 水盐代谢紊乱还易发生
中暑。 因此夏日外出时要戴遮
阳帽、 太阳镜， 以减少紫外
线对皮肤和眼睛的损害。

要注重饮食卫生 夏季到
来， 人体代谢增强， 营养消耗
增加。 此时人们的食欲减低，
消化吸收不良 ， 均可导致机
体营养素代谢的紊乱， 甚至
引起相应的营养缺乏症和其
它疾病。 为此， 要补充足够
的蛋白质、 维生素、 水和无
机盐 ， 以保障身体的需求 。
同时， 要多吃一些能够清热、
利湿的食品， 如西瓜、 苦瓜、
桃 、 乌梅 、 草霉 、 西红柿 、
黄瓜、 绿豆等。 但生食瓜果
蔬菜一定要清洗干净 ， 防止
夏季肠道传染病。

陆岩岩

“人老先老腿 。 ” 腿脚利索不
仅行走方便 ， 也是健康不老的标
志 。 八段杂锦歌说 ： “摩热脚心能
健步 。” 搓揉脚心就是有效的健步
方法。

脚心中央凹陷处是肾经涌泉穴，
经常搓脚心 ， 可以交通心肾， 使水
火既济， 导引肾脏虚火及上身浊气
下降， 令气血充足， 濡养筋脉， 而
使腿脚坚强， 步履矫健。 此外， 搓
揉脚心还有益于眼睛， 能舒肝明目，
使眼睛不花 。 搓脚心还能去风湿 ，
助消化、 通大便、 止泻痢。 具体搓
法如下： 在床上盘腿而坐， 用左手
握住左脚趾 ， 用右掌面搓左脚心 ，
来回连续搓 100 次， 然后换脚， 用右
手握住右脚趾， 用左手掌面搓右脚
心， 来回连续搓 100 次， 早晚均可。
如果持之以恒必然见效。 搓时请注
意用力要自然适度。 否则， 达不到
预期效果 。 洗脚后顺便搓揉脚心 ，
效果尤佳。

郑金美

快乐是健康的源泉王绵之：
王绵之国医大师在养生实践中， 最喜欢打坐养生。

他认为， 打坐可以让人心无杂念， 让大脑得以充分休
息， 是极好的养心方法。 他在养生实践中， 总结了一种
简易打坐法， 简便易学， 非常适合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
下越来越浮躁的现代人。

我为老伴
建电子健康档案

春夏养阳重“三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