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养生经

由于老人皮肤老化 、
皮下组织变薄以及各种原
因导致水肿， 使得老年人
皮肤撕脱伤的发生远远高
于其他年龄组人群。 但很
多家人在照料老人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注意， 牵拉硬
拽， 很容易导致这种情况。
而一旦出现皮肤撕裂伤 ，
老年患者便不易恢复， 容
易受到感染形成化脓等炎
症。 因而出现 “一撕就破”、
“破后难愈 ” 的情况 。 因
此， 一定要重视预防。

措施一： 四肢尽量不外
露 老年人的身体和四肢，
应尽量少暴露在外， 尤其现
在夏秋季， 穿着清凉， 门
诊中很多老年患者是由于
缺乏遮盖、 碰擦造成撕裂。

同时 ， 老年人平日行
动应当心 ， 避免拉 、 搓 、
撕等外力， 穿脱衣物也要
缓慢 ， 不要着急 ， 平时 ，
尽量穿宽大、 质地厚软的
衣服， 减少摩擦。 老年人
不要在烈日下曝晒， 可用
草帽、 旱伞遮阳， 避免烈
日晒伤皮肤， 更为脆裂。

措施二： 提高皮肤免
疫力 有些措施可以提高老
年人皮肤的抵抗力， 一是
保持皮肤表面的清洁卫生、
勤洗澡勤更衣能提高皮肤
抵抗细菌 、 病毒的侵害 ，
但要注意少用肥皂或刺激
性大的洗浴用品， 这是因
为老年人皮脂腺分泌功能
低下， 被肥皂洗过后过于
干燥， 反而会降低皮肤抵
抗力并容易引发瘙痒症 。
二是常用温水擦浴， 温水对
皮肤是一种很好的刺激， 可
以使体表的毛细血管扩张，
血液循环加速， 从而为皮肤
提供较充分的氧和必需的
营养物质， 还可适当涂润
肤露。 三是注意饮食， 少
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多吃疏
菜、 不吸烟少饮酒等。

措施三： 一旦撕伤及
早就医 一旦老人发生撕脱
伤， 应尽早入院做专业处
理， 若居家处理不当 ， 严
重的会使皮瓣坏死， 最终
要求助于 “植皮”， 付出沉
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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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硬床防腰损 有一定硬度的
床， 可消除体重对椎间盘的压力， 但
“硬” 也要适度， 不能过硬， 以仰卧时
将手掌伸入腰下刚好不费劲为宜。

一件背心防腰寒 腰部保暖对老人
十分重要， 很多老人在受凉后会出现腰
痛、 腰部发沉的症状。 天冷时备件棉坎
肩， 夏天可多穿件背心， 如果觉得热，
也可以用护腰取代； 老人的衣服最好是
长款的， 以免弯腰时把腰露出来； 闲暇
时搓热手掌， 摩擦腰部， 也能缓解疼痛。

一个靠枕防腰痛 在沙发、 椅子上
放一个靠枕， 能使腰部得到有效承托，
维持腰椎的生理前屈， 均衡腰部肌肉的
压力， 从而减轻劳损， 预防和改善腰椎
不适。 但靠枕不得太厚， 以 10 厘米左
右为宜， 人体向后压缩 5-8 厘米， 正
符合腰椎的生理前凸。

一双软鞋防腰震 即使不做重体力
活， 普通的站立和行走也会给老人的腰
椎带来巨大的压力。 如果选择硬底鞋，
鞋跟敲打路面引起的冲击波会传递到骨
骼， 使腰痛的老人病情加重。 因此， 老
年朋友适宜选择松软、 弹力好的软底
鞋 ， 呵护腰部免受震动。 需要注意的
是， 老人脚后跟脂肪减少， 脚步重心后
移， 无跟软鞋会引起足踝损伤和慢性
劳损， 因此， 软底鞋最好带一点跟。

朱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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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的养生说17

国医大师何任提倡古人说的
“养生莫如养心”。 只有均衡发
展， 安静和谐， 胸怀开阔， 从容
温和， 才能远离忧郁、 孤独、 失
落、 不自信等， 达到养身和养心
的均衡发展。

何任大师的养心观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何任大师推崇荀子的
“养心莫善于诚 ”。 心诚行正 ，
爱憎分明， 君子比德于玉。 有诚
心， 待人接物一片诚信慈祥， 保
持着纯朴专一、 天真友善的心。
他非常认同陶行知先生所说的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的做人理念。

2、 何老强调养生更要养神，
精神上要有修养 。 何 老 强 调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中的 “怒
伤肝”、 “喜伤心”、 “思伤脾”、
“悲伤肺”、 “恐伤肾”， 说明人
的精神状态 ， 都会影响人的健
康。 淡泊名利， “精神内守， 病

安从来”。
3、 诗词歌赋 ， 陶冶性情 。

何老认为民族音乐令人 “宽胸
怀， 坚意志 ， 心情畅快 ； 舒肝
膈， 健脾胃， 茶饭添香”， 具有
明显的养神之效。 他喜欢诗词 ,
认为多读诗词可以提升气质和修
养， 能够排除生活上和工作上的
私心杂念， 让心灵达到至静、 舒
缓的境界。

4、 心志坚定。 无论置身什
么样的境地， 都能安之若素， 保
持中正平和的心态。 艰难困扰，
乐以忘忧； 顺应自然 、 随遇而
安 。 何老常说 “有追求才有动
力， 会放下就是快乐”。 有人强
调自己得了某种疾病， 学会顾虑
自己是否严重， 有无危险， 这是
人之常情， 但从保护身体、 养心
着眼， 不必着急， 要沉着、 诚恳
听医生的话 ， 及时地放下 、 放
开。 何老认为， 这需要智慧， 更
需要勇气， 放得下者， 是智者，

更是勇士。
5、 医者父母心， 仁心是学

医的根本。 怀着慈爱、 悲悯之心
去治病救人， 尽量满足患者的要
求 , 他认为这样做 , 自己也得到
很多乐趣。

6、 宽容大度 ， 生性豁达 。
遇到不快之事， 捧起书即可放下
烦闷， 宽心、 自慰。 面对自己从
“文革 ” 前后的被 “打倒 ” 到
“复出” 到以后拥有各种荣誉和
光环， 何老都以平静的心态坦然
处之， 同时宽恕包容他人的过
错， 及时释怀。

结合各类中医衰老理念， 何
任大师提出了中医抗衰老的新观
点： 精神上要有修养， 身体上要
阴阳调和， 生活上要适应自然规
律， 饮食上有所节制， 锻炼休息
应有常规， 不过分疲劳， 这样精
神和形体就会健旺， 就能 “尽终
其天年， 度百岁乃去”。
湖南中医药大学 刘朝圣 彭丽丽

表哥云涛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大客户部
总监， 前段时间见他双眼深陷、 脸色苍白，
一脸的疲惫。 那天碰到表嫂， 她说表哥每
个月都要出去玩几天， 回来就像变了个
人， 神采奕奕。 表嫂很担心是不是表哥在
外面有了新状况。

有天， 表哥来我家吃饭， 一进门， 老公
就说： “哥， 气色不错哦， 是不是又升职
了？” “没啊， 最近找到个养生的好方法。”
“快说快说是什么好方法， 我也学学。”

表哥喝了一口茶， 慢悠悠地问老公：
“岳飞的 《满江红 》 你知道吧 ？ ‘怒发
冲冠 ,凭栏处 ,潇潇雨歇 ， 抬望眼 ， 仰天
长啸 ， 壮怀激烈 。’ 还有王维的 ‘独坐
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 “我是问你啥
养生法， 你扯诗干啥， 考我啊？” 老公不
满地说。

“养生就在诗里， 我就是学的长啸
养生法啊！” 表哥说他那次去外地出差，
顺便游览了当地的一座名山， 因为去的
很早， 山里还没什么人， 不知为什么， 突
然就想吼两声， 谁知道吼完之后， 听到山
谷回声， 余音袅袅， 只觉得头脑清明， 胸
中块垒一扫而尽。

后来， 只要心情烦躁他就会请假去那
里呆上一两天， 痛快地吼上一嗓子， 回来
后情绪就会特别平和， 睡眠也好了很多，
工作上也特别得心应手。

中医理论上说： 长啸可益身心， 吸进
新鲜空气加速肺泡的代谢。 长啸不仅调节
了神经系统和气血运行， 增加肺活量， 还
能吐出五脏浊气、 怨气， 使不良情绪得到
释放和发泄。

夏秀兰

“夏秋的夜晚， 给我一双跑鞋， 我可
以瘦成一道闪电！” 这是不少健身达人的
心声。 白天是繁忙的工作， 在下了班的夜
晚， 不少人会利用这个时间约上一群志同
道合的好友一起夜跑、 散步。

不过， 跑步虽然强身健体 （最重要
的是减肥）， 但跑步时膝盖压力山大， 不
正确的跑步姿势、 过量的运动强度、 防
护措施不到位等， 都容易导致膝关节受
伤。 因此， 做好夜跑运动， 应该注意以
下这些问题：

1、 做好热身准备活动可以减少运动
损伤， 针对膝关节的准备活动有蹲起、 原
地高抬腿、 后踢腿等， 另外拉伸大腿肌肉
也有助于保护膝盖。

2、 选择一双合适的跑鞋， 可以让运
动更安全、 更有效。

3、 膝关节是人体内最大、 最复杂的
关节， 还是承重最大的关节。 当人体在
跑步时， 膝关节的承重大约是平躺的 4
倍 ， 跑步导致的膝关节损伤相当常见 ，
因此， 夜跑时切忌过度运动， 运动量要
循序渐进。

4、 使用护具可以提高膝盖活动时的
稳定性， 减少半月板的磨损。 初期使用可
能觉得别扭， 一般坚持四五次就习惯了。

董绍军

何任：
养生莫如养心

中医学认为精、 气、 神乃人身之三宝， 是祛病延年的
重要内在因素， 其中精气又是神的物质基础。 神是人体的
主导， 只有神的存在， 才有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的存在。

夜跑族
做好保护少伤膝

拥有“四个一”
腰痛远离你

老人皮肤太“薄”
谨防一撕就“破”

■健康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