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提醒

骨质疏松症是中老年人
中的常见病、 多发病， 其症
状除了骨痛、 抽筋外， 还容
易发生骨折。 因此， 对骨质
疏松症患者而言， 在积极治
疗的同时， 坚持适当的运动
锻炼 ， 对防治骨质疏松症 ，
强骨壮骨， 有效预防骨折起
到积极作用。 具体方法是：

收腹运动 仰卧床上， 两
臂放于身体两侧， 两脚伸直。
两臂由身体两侧向上抬起至
头上方， 同时腹部内收， 使
腰背部接触床面， 保持这一
姿势 5 秒钟， 然后放松还原。
重复做 4-6 次， （也可根据
自身条件规定重复次数， 以
下同此） 可加强腹背部肌肉
锻炼。

抱膝运动 仰卧床上， 两
腿膝关节弯曲， 大小腿重叠，
两手抱在两膝关节的前方 。
用力使两大腿尽力贴近胸部，
保持这一姿势 5-10 秒钟， 然
后放松还原 。 重复 4-6 次 ，
可加强背部肌肉力量及髋、 膝
关节的活动能力。

展臂屈肘 仰卧床上， 两
腿膝关节弯曲， 两腿撑床面，
两臂肘关节弯曲外展 90 度，
两手指向天花板。 动作过程：
两肘用力支撑床面， 使背部

肌肉紧张， 保持这一姿势 5-
10 秒钟， 然后放松还原。 重
复做 4-6 次， 可加强上背部
肌肉力量。

收腹抬腿 仰卧平躺床
上， 两腿伸直向上抬起 30 度
左右， 两手放在两侧腹部感
觉腹肌的收缩， 保持这一姿
势 5-10 秒钟 ， 然后放松还
原。 重复做 4-6 次， 可加强
腹部股肌肉力量。

外展抬腿 右侧卧 ， 右
腿膝关节稍微弯曲， 左腿伸
直 ， 左腿伸直向上尽力 抬
高 ， 并保持这一姿势 5-10
秒钟， 然后放松还原。 重复
做 4-6 次后， 换左侧卧做同
样的动作， 可加强髋部肌肉
群的力量。

抬腿运动 两膝跪在床
上， 两手撑床面。 左腿伸直
向后方尽力抬高， 并保持这
一姿势一会儿， 然后放松还
原， 换右腿做， 两腿各重复
抬腿 4-6 次， 可加强腰髋部
肌肉力量。

这套自我锻炼动作， 练
习时应缓慢， 避免用力过大或
突然用力， 每天练习 1-2 次。
只要能持之以恒， 对骨质疏松
症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李树林

■我的养生经

很多老人都有吞咽困难的问题， 特
别是身体原本就较虚弱或有特殊病的老
年人 ， 吞咽功能更会大受影响 。 例如 ，
中风患者由于喉咙一半的肌肉力道较差，
不仅容易出现吞咽困难， 严重的甚至可
能连喝水都会呛到 。 且一旦不慎呛到 ，
患者不易将异物咳出来， 导致呼吸不畅，
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因此， 老年人每天做
一下口腔运动， 可提高吞咽能力。

老年人应该坚持在进食前做一做 “口腔
暖身” 的运动， 其方法为： 转转头再用力抿
唇以及展唇， 将舌头伸出、 缩回去， 往左、
往右， 反复连续操作约 3 分钟， 持之以恒，
将有助于提升喉咙肌力， 改善吞咽问题。

此外， 常做以下口腔运动， 也可以取
得良好的效果：

张口运动 张口越大越好 ， 并发
“啊” 的声音， 舌根部有牵拉感最好。 反
复张口 2 分钟。

鼓气运动 闭口鼓腮， 使口内气体左
右上下移动， 能起到按摩口腔的作用。 反
复 2 分钟。

抽吸和内收运动 先像小儿吸奶状收
缩口唇， 让舌头抵住上颚做伸缩动作， 直
到唾液分泌后， 将唾液徐徐咽下， 以润咽
喉。 再用力内收口腔及咽腔， 悬垂上提，
下颚下拉。 反复抽吸和内收 2 分钟。

交错运动 微张口， 下颚左右移动，
反复 2 分钟。

露齿运动 用力咧嘴露齿， 面颈部肌
肉同时用力， 发出 “啊” 或 “一” 的声
音， 舌根上提， 反复 2 分钟。

朱秀兰

14 ２０17年5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张丽 邮箱：471901473@qq．ｃｏｍ 版式：王思贤

养生健体

92

瑜伽这项健身运动， 需要身
体有一定的柔软度 ， 关节较灵
活， 才能做得更健康安全。 在大
多人看来， 瑜伽是年轻人才能驾
驭的 ， 年纪大的人不适合做瑜
伽 。 然而 ， 在浙江省临海市杜
桥， 有位 77 岁的老太太练起瑜
伽来， 却胜似年轻人。 很多年轻
人都不能完成的动作， 她却做得
很标准、 很有美感。 这位老太太
叫周小兰， 10 年前， 她接触并
爱上了瑜伽， 如今能轻松玩转各
式瑜伽动作。

10 年前 ， 周小兰开始练瑜
伽， 中间因为身体原因， 中断过
一段时间， 算起来， 至今练了有
七八年。 身材瘦小的周小兰， 其
实体质一直不大好， 而且还有严
重的骨质疏松。 孩子们听说母亲
在练瑜伽， 一个个都吓得千劝万
劝， 希望她别再练了， 万一身体

练坏了可如何是好。
“你们都觉得练瑜伽很危险，

可是我觉得很舒服啊！” 这是周
小兰三番五次跟孩子们重复说的
话。 因为她觉得， 练完瑜伽， 并
没有任何不适， 反而全身舒坦。

“我本来就挺喜欢运动， 以
前学过舞蹈、 健身球、 太极， 后
来听说瑜伽很好， 就去老年大学
的瑜伽班看了下， 觉得还真是挺
好的。” 周小兰说， 一开始她并
不知道瑜伽是怎么样的， 接触之
后才发现， 瑜伽不但动作优美，
而且能使全身舒展， 让人变得身
心愉悦。 “从那时开始， 我就开
始练瑜伽了。” 现在， 周小兰坚
持每星期上两节瑜伽课。

对于周小兰来说， 瑜伽就像
是灵魂的舞蹈。 她觉得， 这么多
年练下来， 体质变好了， 整个身
心状态都变好了。

“以前我体质比较差， 容易感
冒， 血液循环也不好， 但是练了
瑜伽之后， 不但感冒少了， 心情
也变好了， 全身都舒服多了。” 周
小兰说， 老伴看到她身体状况越
来越好， 也非常支持她练瑜伽。

“有人担心练瑜伽动作不到
位， 会达不到效果。 我倒不这么
觉得， 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行。” 周
小兰觉得， 顺其自然地练习， 不
要硬来， 练完后会觉得身心舒畅。

【达人之“达” 理】 在周小
兰看来， 虽然家人曾担心她由于
骨质疏松做瑜伽有危险， 但是她
却觉得， 瑜伽这项健身运动特别
适合她。 周小兰很清楚自己的身
体状态，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锻炼
方法， 是一位会科学锻炼的老太
太。 喜欢并专注于练习， 自然健
康而快乐。

周一海 文/图

双休日回家看望父母 ， 晚饭
过后， 就陪母亲和父亲到附近的
小公园去散步。 在公园幽静的小
路上， 母亲踮起脚 ， 一扭一扭地
走起来。 老父亲在后面跟着也同
样效仿， 两人的举动让我看得目
瞪口呆 。 我好奇地赶紧跟上去 ，
想在旁边扶老母亲一把 ， 她连忙
摆摆手。 10 分钟过后， 他们慢慢
停 下 来 。 老 父 亲 笑 呵 呵 地 说 ：
“这可是你母亲发明的新式养生走
路法！” 老母亲解释道： “自从得
了小中风后， 我走路感觉脚下无
根 ， 磕磕绊绊 ， 总觉得要摔跤 。
后来经过我循序渐进的练习踮脚
走， 长期坚持下来 ， 现在明显感
觉腿脚有劲了。 医生说了 ， 步行
是最简便易行的有氧运动 ， 被誉
为 “心脏健康之路”。 可是散步，
这看似简单而普通的事情 ， 里面
却含着大学问呢。 我在电脑上查
了一下， 再结合我自身的身体状
况， 就发明了这踮脚走 ， 能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母亲在一场小中风突降之后，
开始懂得了养生的重要性 。 她除
了注重饮食健康， 现在又对这走
路产生了兴趣， 还真是个爱学习
的人。 听她这么一说 ， 我也来了
兴趣 ， 就问 ： “你这样踮脚走 ，
为啥会事半功倍呢？”

母亲解释道 ： “人老了 ， 就
会齿摇发落， 听力下降 ， 走路上
楼双腿无力。 中医认为这都是肾
气衰退的缘故。 而这踮脚走 ， 可
以按摩脚下的经络 ， 通过足少阴
肾经达到补肾阳的作用。”

一旁的老父亲竖起大拇指 ，
夸赞道： “你母亲现在可有劲了，
爬三楼都不要歇。 现在我也是她
的忠实粉丝， 天天和她一起练踮
脚走！”

我听了也打心眼里佩服 ， 母
亲可真是个有心人。 走路这件简
单的小事， 被她用科学的态度认
真对待 ， 就成了她的养生法宝 ，
难怪她的身体和精气神一天比一
天好！

张惠新

瑜伽：
灵魂的舞蹈 图为正在练瑜伽的周小兰。

吞咽困难
饭前常做口腔运动 运动锻炼壮筋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