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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98

最近， 一位九旬老人在浙
江省绍兴市安昌古镇的留影 ，
在笔者的朋友圈里刷屏。 照片
中的老太太， 身着黑色的衬衣
和长裤， 脚踩黑色小皮鞋， 颈
间挂一条珍珠项链， 银白的头
发则用黑色的发带箍了起来 。
通身只有黑白两种经典色， 加
上她优雅的姿势， 舒展的深情，
便透出一种时尚感来。

其实， 老太太并非大家闺
秀， 她年轻时生活艰难， 凭着
自己的勇气和毅力， 熬过了最
困苦的时光， 如今， 岁月对她
满是眷顾， 她叫张荷花， 今年
92 岁， 是钱清镇清风村人。

年轻时， 张老太生活艰苦，
但她乐观积极。 丈夫早逝， 为
了拉扯 8 个子女长大， 她每天
起早贪黑， 拼命赚钱。 辛苦了
大半辈子， 现在儿孙满堂， 张
荷花迎来了孩童般无忧无虑的
时光。

张老太说： “现在的日子
真是太幸福了 ， 我喝喝小酒 ，
吃吃汉堡， 尝尝披萨饼， 逛逛
景区和超市， 感觉每天都是好
日子。”

张老太这个年纪， 在外孙
女李倩的陪伴下， 可以在外面
玩上 12 个钟头还意犹未尽。 李
倩告诉笔者 ： “今年端午节 ，

我带着外婆早上 6 点出门， 上
午逛逛安昌古镇， 中午到万达
广场品年轻人爱吃的美食， 下
午又带她逛超市和服装店。 直
到傍晚 6 点， 我们才回家。”

李倩近年来迷上了摄影 ，
就请外婆张老太做起了她的专
属模特。 张老太身材保持得很
不错， 就连外孙女的连衣裙也
可以轻松驾驭。 再背上外孙女
的小包， 蹬上外孙女的小皮鞋，
就可以出街凹造型了。 随便找
面墙， 在前面一站， 或是找一
台钢琴， 坐下来 “弹奏”， 出来
的都是 “大片”。

李倩在安昌镇中心小学工
作。 有一次， 她带外婆到自己
的学校里拍了一次 “写真”。 镜
头前， 外婆和她一起坐在课桌
前， 拿着小学课本， 在课本后
面或 “交头接耳” 或哈哈大笑。
外婆演学生演得不过瘾， 还想
扮演老师。 因为幼年没有读过
书， 外婆只会写数字， 就在黑
板上用粉笔写了一些数字， 还
指着 “18”， 大声说， 这是她的
“年龄”。

张老太的孩子们， 对她都
十分孝顺， 每天早上逛逛小儿
子为其打造的 “小花园”， 晚上
泡一下脚。 老太太也十分享受
孩子们给她洗头洗澡、 剪指甲。

孩子们给她买了新衣服， 或是
定做了新款， 张老太总是眉开
眼笑。

张老太最大的爱好是看越
剧， 天冷不方便外出， 就在阳
台走廊一边晒太阳一边看越剧，
跟年轻人追剧劲头一样高。 她
说起吴凤花老师的 《狸猫换太
子》， 总是赞不绝口， 说看几百
遍都不会厌。

【达人之“达” 理】 张荷
花说： “对于老年人来说， 除
了健康， 还有一个重要的追
求， 那就是快乐。 都说夕阳是
美丽的， 而这种美丽正是经历
了风雨和磨难。 因此， 夕阳中
的老人要更加懂得珍惜和享受
这美好的生活。”

吕若琦 文/图

锻炼身体有很多方法， 有的能增
加身体的柔韧度， 如瑜伽； 有的能够
增强身体的耐受力， 如慢跑。 这里要
告诉大家的是， 通过清晨拍手的锻炼
方法， 能够给身体补气。

人的手虽然不大， 但穴位可不少，
一共有 39 个。 中医认为， 人体有十二经
络， 与手掌相连的就有六条。 经络是人
体气机运行的通道， 连接着五脏六腑，
经络被堵塞了， 气的运行就不通畅。 而
经常做拍手运动， 可以震动刺激手部的
穴位， 激发手之三阴经、 三阳经的气
机， 使其连接着的五脏六腑的气血循环
也得到改善， 从而推动全身气的运行。

要想通过拍手达到良好的养生效
果， 拍手时间应选在早饭前或晚饭后，
需半小时。 拍手的正确方法是： 十指分
开， 两手的手掌对手掌、 手指对手指均
匀拍击。 开始时两手可轻拍， 以后逐渐
加重， 至自己双手能承受为度， 但不能
太轻， 否则起不到刺激手反射区的作
用。 拍击时， 记得将拇指与其他四指分
开， 以免拍手过度造成淤血， 意念专注
于两掌之间， 心情保持轻松愉快。 边走
边拍， 手脚结合效果更好。 拍完手后不
要立即停下， 可以适当做一些放松动作
过渡一下， 比如双手臂放下， 两肩放
松， 脊柱放松， 均匀吸气呼气若干次，
吸气时脚跟随之抬起， 两臂自然上抬至
头部， 手腕放松， 掌心朝下 ； 随着呼
气， 脚跟落地， 手臂也稍用力向下甩回
原处。 可以重复做 30 次。

高花兰

不少中老年人大都患有痔
疮， 此病虽小， 生活上一不注
意或一遇不良天气往往容易复
发 ， 使患者深受其困扰 ， 导致
坐立不安。 这里特推荐一种走
路方法可预防痔疮， 你不妨坚
持做一做。

具体做法： 走路时， 双脚后
跟抬起， 只用双脚尖走路 。 在
家中早晚进行 2 次 ， 每次各走
100 米左右， 要持之以恒， 坚持
不懈。 如此练习用双脚尖走走
路， 能有利于提肛收气 ， 又能
让肛门静脉淤血难以形成痔疮。

需要注意的是， 此法应该适
度 ， 每天在走路的间隙练习 ，
持之以恒才能收到成效。

王峰

我是 5 年前离开工作岗位
的， 刚退下来的时候还挺高兴，
以为辛苦操劳了几十年， 从此
不再有任何负担， 可以悠闲地
享享清福了 。 但事实并非如
此。 由于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
事、 朋友， 极少与人接触， 我
的性格渐渐发生了改变， 整日
情绪低落， 做事丢三落四， 做
什么活都不顺心， 对家人动辄
就发牢骚。 不到 1 年时间， 闲
出了一身毛病 。 家人看在眼
里， 急在心上， 为了让我摆脱
疾病， 排遣心中的烦恼， 儿女
们动员我报名上了老年大学 ，
学习摄影。

摄影者要四肢勤于运动 ，
五官时刻保持警觉， 大脑和心
灵常处于十分敏感状态， 这能
增强肌体新陈代谢， 缓解人体
器官衰老， 故能获得良好保健
作用。 在老年大学里， 老师耐
心启发， 做示范， 手把手地教，
使我从一无所知到跨入摄影大
门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摄影不能静坐家中 “闭门
造车”， 必须到社会生活中去实
践体验 ， 去观赏大自然风光 ，
对人文风情进行细微观察， 及
时捕捉美妙的瞬间， 用镜头记
录祖国山河的壮观及各地日新
月异的巨大变化。 休闲时， 三
五成群的影友， 一起长途跋涉、
八方采风， 既锻炼了身体， 又
收获了满意的作品。

通过摄影之间的交流、 切
磋技艺， 既提高摄影水平， 又
增进了友谊。 摄影让我结交了
许多新老朋友， 他们中有中老
年人， 还有不少年轻人。 与年
轻的摄影朋友交流切磋， 他们
的朝气和敏锐， 使我开阔了视
野和心境。 与他们一起出游创
作， 更显头脑活络、 充满活力。
生活中有了一定的节奏感和紧
张感， 常常使我进入忘我的境
界， 反而觉得精神充实， 日子
变得有滋有味， 摄影 “摄” 出
了我的精彩人生！

陈广智

为了减肥健身， 小林姑娘每天晚上
暴走 1 小时， 持续了半年多。 上个月底
开始， 小林早上起床下地时出现脚跟痛，
但活动活动后就不痛了， 所以她也没当
回事。 直到前天下床时， 落地的第一脚
痛得她大叫起来。 “好痛， 好痛。” 家
人马上带着小林到医院就诊， 经过拍片
子， 诊断为骨质增生、 足底筋膜炎， 这
和她长期暴走及鞋子不合适都有关系。

足底筋膜炎是由运动引起的慢性损
伤， 足底的肌肉受到外力、 暴力的冲击，
或者长时间走路， 引起局部肌肉劳损，
导致局部筋膜发炎， 表现为局部疼痛。

足底筋膜炎的患者大多是中老年
人， 经常穿高跟鞋的女性也是该病的高
发人群。 这是由于长期穿高跟鞋足跟所
受到的压力比平底鞋的压力更大。 如果
是肥胖的女性， 那足部所承受的压力就
更大了， 关节的负重也会加大。 值得注
意的是，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运动健身，
但长时间的过度走路、 跑步、 爬山等运
动， 都有导致足底筋膜炎的隐患。 如果
运动时穿的鞋不合适， 也会造成足底压
力不均， 导致足底筋膜炎发生。

如果运动后， 脚跟感觉到异样， 就
该停下来， 适度放松与按摩， 让足部好
好休息。 一旦出现长时间的足底或足跟
疼痛， 应该及时就医， 以免延误病情。

钱军

九旬老人潮翻天

图为张老太穿上外孙女的连衣
裙出街凹造型。

■我的养生经

每天暴走
要防足底筋膜炎

踮脚走 防痔疮 摄影“摄”出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