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由于肠胃功能弱
化， 唾液、 胃汤等分泌少
了， 加上平时运动量也少，
因此一旦饮食不当， 相比于
年轻人更难以消化， 很容易
出现腹胀现象。 为了预防
老年人经常出现腹胀的情
况， 日常应该注意以下这些
事情：

细嚼慢咽 吃饭时不要
狼吞虎咽， 这种习惯会将气
体带入肠道， 因而产生腹
胀。 尽量少喝碳酸饮料和啤
酒， 含有果糖或山梨醇的甜
点， 也是产气的食物。

晚餐少吃产气食物 首
先是各种豆类， 豆类所含
的低聚糖被肠道细菌发酵，
能分解产生一些气体， 进
而引起打嗝、 肠鸣、 腹胀、
腹痛等症状 。 因此老年人
晚餐最好少吃豆制品。

多吃护胃、 顺气食物
有些食物有养胃和顺气作

用， 比如山药健脾胃 、 益
肾气 ， 可促进消化吸收 ；
白萝卜可顺气， 但要煮熟
吃， 比如炖汤。 此外 ， 山
楂、 洋葱、 大蒜都对胃肠
有益。

克服不良情绪 焦躁、
忧虑、 悲伤、 沮丧 、 抑郁
等不良情绪都可能使消化
功能减弱， 或刺激胃部制
造过多胃酸， 其结果是胃
气增多， 导致腹胀加剧。

多练习这些小动作 简
单易行的小动作可以有效
缓解腹胀 。 仰卧在床上 ，
两手分别放在胸 、 腹部 ；
然后缓慢呼吸 ， 持续 1-3
分钟。 接着双腿屈膝， 两手
抱膝压向腹部， 然后还原，
重复 10-30 次， 可促进胃
的排空。 还可以在临睡前，
用一只手按住肚脐顺、 逆时
针揉摩各 40-100次。

周楠

目前， 很多养生馆打出臀疗的概念疗
法， 声称做臀部保养， 就能让人面色红润、
更有活力， 比同龄人年轻 5-10 岁。 事实
上， 臀部的美化需要通过锻炼， 如臀部的
肌肉练习、 有氧运动等来实现， 而非仅靠
臀部疗法就能达到全身保健的效果， 其实
际意义不大， 消费者千万不要跟风。 然而，
中医中虽没有臀部理疗的概念， 但臀部却
有督脉和膀胱经经过， 为阳气聚集之处，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养生穴位， 就是八髎穴。

八髎穴是八个穴位的总称： 上髎、 次
髎、 中髎、 下髎各一对。 八髎穴所在的区
域， 就是盆腔所在之处， 邻近胞宫， 这个
区域的皮肉， 应该是很松软， 能捏起来
的。 如果不松软， 说明经络可能处于一定
的 “亚健康” 状态， 所以， 我们可以利用
八髎穴来改善身体内部环境。 通过在八髎
区域进行提捏、 推拿、 按揉、 拔罐或艾
灸， 可以从外而内调理胞宫。

另外， 督脉起于胞宫， 主一身阳气；
任脉主一身之血； 冲脉则为经脉之海， 五
脏六腑都要靠这些大脉来支配。 八髎穴是
支配盆腔内脏器的神经血管汇聚之处， 是
调节人一身气血的总开关， 因此， 务必保
证这些穴位畅达无阻。 运用中医智慧调理
身体， 应内外兼修， 建议大家用中药温肾
补阳， 调整体质或艾灸上述重点穴位， 对
失眠、 便秘等疾病的治疗， 甚至对情绪的
疏导都有很好作用。
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主任中医师 丁曙晴

由于黑色素分泌不足， 加上
睡眠环境等原因的影响， 很多老
年人都有失眠症状。 其实， 你大
不可为此担心， 不妨试一试晚上
捶背法， 即睡前捶背， 就能有效
改善睡眠， 催你快快入睡。

中医认为 ， 人体的背部有
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循行， 适
当捶打背部， 可以振奋阳气， 疏
通经络， 促进气血运行， 调和五
脏六腑， 起到消除疲劳、 宁心安
神作用。

捶背通常有拍法和击法两种， 均沿
着脊柱两侧进行。 拍法用虚掌， 击法用
虚拳， 通过压缩空气而产生震动力； 手
法均宜轻不宜重， 两侧掌根、 掌侧同时
用力， 节奏均匀， 着力富有弹性。 可自
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轻拍轻叩， 速度以每
分钟 60-80 下为宜 ， 每次捶背时间以
20 分钟为限。

需要提醒的是， 患有严重心脏病、
尚未明确诊断的脊椎病人 ， 则不要捶
背， 以免加重病情或引发意外。

此外， 由于老人失眠多有气血不足的
情况， 也可在捶背同时按摩背部的督脉。
督脉在人体脊柱的正中间， 按摩督脉能
够起到调阴阳、 理气血和通经络的作用。

朱秀兰

我族家的一位伯父， 今年已经 94岁了。
可老人家身板硬朗， 精神矍铄， 看上去就像
60多岁的人， 还能骑自行车上街买东西、 到
图书馆读书看报， 日常生活全是自理。

总结伯父健康长寿的原因和秘诀， 就
是做到了四个字： 自律、 乐观。 伯父退休
后， 养成了自律的习惯： 冬天每三天洗一
次澡， 夏天每天洗一次澡， 每天晚上泡一
次脚， 晚上九点睡觉， 早晨六点起床， 在
学校操场内遛圈， 行走不下三千米； 吃饭
爱吃粗粮， 很少吃荤菜， 早晨小米粥两
碗， 一个玉米或小米面窝窝头、 饼子， 一
个白煮鸡蛋， 再加点胡萝卜或疙瘩咸菜，
中午喝半两白酒， 爱吃小葱或春芽拌豆
腐， 晚饭喝碗菜汤或小米粥。 一日三餐，
简单清淡， 从不挑剔。 即使逢年过节、 给
他祝寿过生日， 也从不暴饮暴食， 也不过
多食用鸡鸭鱼肉等荤菜。 他经常说： 人体
的零件就像汽车上的发动机一样， 频繁换
挡， 忽快忽慢， 必定减少发动机的寿命。

伯父还是个 “乐天派”， 家里的大事
小事从不过问， 也不操心， 是有名的 “甩
手掌柜” 和 “老顽童”。 就连老年人最关
心的退休金每年涨多少， 他也不过问。 他
认为退休工资该涨多少就涨多少， 国家绝
不会亏待他一个人。

现在， 伯父朋友圈的不少老年人都模
仿着伯父的样子， 他们几十个人， 最年轻
的已经 70 多岁， 生病、 看医生的很少。
看来老伯说的那句话， 还真应验： “自律
加乐观， 寿命赛神仙”。

侯家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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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我的养生经

第一次看到蔡小法时， 发
现已经 80 岁的他脚步灵活、 笑
容灿烂， 浑身充满了一股干劲。
退休近 20 年来， 他义务开设讲
座 1000 多场， 听众多达几十万
人。 这位浙江省路桥老年体协
的金牌 “掌门人” 见证了路桥
区老年气排球、 柔力球、 门球
从无到有的历史， 举办各类活
动、 比赛 1000 多场次。

1997 年， 蔡小法从路桥中
学退休。 这一年恰逢香港回归，
蔡小法萌生了给老年人开讲座
的想法。 哪知道一讲格外顺利，
朴素的语言、 生动的诠释、 接
地气的演讲方式， 让不少老人
听了还想再听。 于是， 蔡小法
从香港回归、 讲到世界形势 ，
后来， 就专注于开老年养生保
健讲座。 每一次讲座对蔡小法
来说， 都是一次新的学习。 他
要自己先学习， 查阅资料， 遇
到疑问做好笔记。

蔡小法曾看到电视上吸毒
的可怕场景， 萌生了以此为题材
开讲座的想法。 当他联系当地的
公安局时， 双方想法不谋而合。
讲座进行得很顺利， 图文并茂，
公安局拿着视频上报宣传部门，
参加评比， 蔡小法还因此获得
了 “全国优秀禁毒志愿者”。

这么多题材的讲座中， 蔡

小法讲得最多的还是老年养
生保健方面， 他给自己定的
要求是 “要让老人们听得
懂、 记得牢、 用得上”。 在
他的讲座材料袋里， 全是一
张张自制的卡片， 上面密密
麻麻， 皆是蔡小法的手迹，
写得一丝不苟。 老人们夸赞
他的讲座是 “不花钱的补
品， 不挂号的门诊”。

1997 年， 时任路桥区委副
书记的罗保东找到蔡小法， 邀
他出任即将要成立的路桥老年
体协主席。 蔡小法感到紧张，
当时路桥的老年体育处于 “荒
漠” 状态， 一片空白， 但他还
是抱着努力改变的心态接受了。

1997 年 11 月 6 日 ， 路桥
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正式成立。
2001 年， 蔡小法带着老年体协
的老人们来到丽水， 准备学习
医疗保健操。 “无心插柳柳成
荫”， 蔡小法在丽水看到了更为
有趣的气排球运动。 气排球由
于运动适量、 不激烈， 球质软、
富有弹性， 手感舒适、 不易伤
人， 蔡小法认为非常适合老年
人娱乐、 锻炼， 于是， 他和同
行的老同志们一起， 把这项运
动引到了路桥。 他带队周游全
国， 三次大规模组织8 万多人
次老年健身走 。 他带领着球

队， 周游全国， 遍布香港、 澳
门、 上海、 杭州、 武夷山等各
地。 他还带领路桥老年体育走
出国门， 足迹遍及新加坡、 马
来西亚等地， 荣获了国际、 国
内 20 多个奖项。

“老人们经过锻炼， 身体
也能倍儿棒 。” 蔡小法说 ， 因
为他的推荐， 身边很多人都爱
上了运动。

【达人之“达” 理】 蔡小
法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
“60 小弟弟， 70 不稀奇， 80 正
潇洒， 90 刚称老， 百岁才称
稀， 往上不封顶”。 正因为有
更多像蔡小法这样有兴趣又努
力的老人， 2015 年 11 月， 路
桥区老年体协被中国老年人体
育协会评为“全国老年气排球
之乡”。 蔡小法不仅自己乐而
康， 带领身边的人也越来健
康、 快乐。

周一海 文/图

健康“领路人”

图为蔡小法老人近照。

女性要重视臀部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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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如何预防腹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