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身坊

中医养生讲究 “未病先防，
未老先养 ”。 中医学的养生防老
方法都是以预防疾病、 保健益寿
为目的。 如起居调摄方面， 《内
经》 强调 “风雨寒暑虚邪贼风要
避之有时”； 饮食卫生方面， 张
仲景 《伤寒杂病论》 中有专篇强
调预防食物中毒； 孙思邈在其著
作中记载了用动物肝脏来预防夜
盲症、 用羊的甲状腺和海带预防
地方性甲状腺肿； 《内经》 还提
倡用针灸来预防疾病 、 养生益
寿。 因此， 中医养生学的指导思
想应该是未老先养。

在清朝有 “六养”、 “四少”
的养生方法 ， 我们不妨参考参
考。 “六养” 是指 “流水之声，
可以养耳 ； 青禾绿草 ， 可以养
目； 观书绎理， 可以养心； 弹琴
学字， 可以养指； 逍遥杖履， 可
以养足 ； 静坐调息 ， 可以养筋
骸”。 这是说要多接触大自然 ，
颐养性情以及耳目之聪明、 步履
之矫健， 同时静以读书养气， 保
持身心的健康。 而 “四少” 即是
“口中言少， 心中事少， 肚中食
少， 自然睡少”， 是说饮食、 睡
眠要适度， 精神状态要好， 少积
存烦恼、 少说话， 以免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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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老年人平日里常患些小毛
病， 这时不妨用毛巾热敷一下， 可收
到奇效。

缓解眼疲劳 用热的毛巾来敷眼
睛可以促进眼周边的血液循环， 帮
助减缓眼睛的疲劳情况， 还可以起
到缓解干眼症症状的作用， 有明目
健脑的功效。

预防耳聋 用热毛巾敷在耳上或
轻轻擦揉， 可改善耳部血液循环， 预
防因缺血引起的功能性耳聋。

改善头晕 将热毛巾放在后脑勺
上， 每次数分钟， 这样可刺激后脑勺
的穴位， 可改善部分患者的头晕症
状。 另外， 如果能坚持每天早、 午、
晚三次进行热敷后脑勺， 还可提高中
老年人的反应力和思维能力， 防止和
延缓小脑萎缩， 远离老年痴呆症。

治落枕 轻微落枕时不防试试用
热毛巾敷患处， 并配以颈部活动。 只
需将头部慢慢向前弯， 轻轻向前后左
右侧转动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起到缓
解作用。

防治颈椎病 早期颈椎病症状，
如脖子发硬、 酸痛或受凉后出现轻微
疼痛， 可用毛巾热敷改善症状， 促进
血液循环， 缓解肌肉痉挛， 预防颈椎
病。 一日三次或数次即可。

缓解慢性腰痛 腰痛用毛巾热
敷， 可缓解局部症状， 如病情严重应
及时到医院就诊。

王化清

练瑜伽的好处有很多， 不仅可
以减肥瘦身， 而且可以改善睡眠质
量， 缓解工作压力。 下面笔者就为
大家推荐 3 节瘦身瑜伽操， 帮助美
女们打造苗条身材。

第 1 节 身体自然地站好， 然
后右腿向前面跨一步； 左脚向外转
45 度， 使右膝盖和右脚脚趾在一条
水平线上， 尽量向下压身体， 使右
侧大腿和地面平行； 弯曲身体， 把
右手的手掌放在右脚的后面， 撑住
地面。 当你尽量伸展左臂的时候，
仍然要保持右侧大腿和地面平行。

针对部位 这个动作可以很好地
锻炼后背、 腿部、 臀部、 腹部和腰肌。

特别塑造 尽量伸展胳膊， 不
要驼背， 这样才能扩展胸部。 这个
动作对收紧臀肌非常好用。

第 2 节 脸朝下趴在垫子上 ，
用胳膊肘支撑住身体， 手臂张开的
宽度和肩膀同宽 ， 手指指向正前
方； 收紧身体的肌肉， 提臀。 使身
体保持一条水平线 ， 脚趾支撑地
面， 这时你会感觉到压力； 在做上
面动作同时， 努力地把腹部和腿部
的肌肉都收紧 ， 然后趴在地上休
息， 多次做这个动作。

针对部位 手臂、 腿部肌肉、
臀部肌肉、 腹部和腰肌。 胸部、 后
背和大腿。

特别塑造 收紧腹部和大腿内
侧的肌肉， 不让手臂肌肉形成难看
的脂肪堆。

第 3 节 平躺在地上， 脸朝上，
脚平放， 两脚打开的宽度与臀部同
宽， 弯曲膝盖， 直到小腿胫骨和地
面垂直。 收紧臀部肌肉， 将臀部抬
离地面几寸， 让身体和地面成拱型。

手臂紧贴在地上， 收紧臀部和
腿部的肌肉， 让臀部抬起来， 双手
在身体下面紧紧地扣在一起。

将这个姿势坚持一会儿， 然后
放松,躺在地上休息一下， 继续重复
这个动作。

针对部位 臀肌、 大腿、 腰肌、
背部的下半部分。

特别塑造 一旦身体形成拱型，
就把自己的双手尽量放在身体的下
面， 以便抬升身体和臀部， 这样也
可以使臀部肌肉更紧缩。

任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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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过午不食” 从字面理解就是
过了正午 （中午 11 点到下午 1
点） 直到次日黎明都不再进食了。
它最早来源于佛教。 佛陀规定过
午不食有完整的理论训练体系 ，
其目的是便于修行、 清欲、 养生
等 。 后来 ， 过午不食被理解为
“非时不食”， 即按时进食， 也就
是说在该吃的时候吃， 不该吃的
时候不要吃。

过午不食并不适合现代人的
生活。 现代人生活和工作中的各
种压力， 远比古时的僧侣大， 因
此必须保证每天能从食物中摄取
足够的能量。 而且不同人群、 不
同年龄本身就存在客观的个体差
异， 经常坐办公室的跟经常做体
力劳动的人需要的能量是完全不
同的， 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

过午不食更多是从修行的角
度来说的， 作为养生方式应该因
人而异， 不可盲目照搬。 人体内
具有生物钟， 到了吃饭的固定时
间， 胃就会开始加速蠕动， 同时胆
汁分泌旺盛。 午餐后不再进食， 让
身体长期处于空腹状态， 没有食物
可消化， 胆汁、 胃酸就会出现空运
转。 空运转的时间一长， 胆汁、 胃
酸就会出现逆流， 腐蚀胃黏膜， 形
成消化性溃疡及胆汁反流等。 而
且， 身体内部有着自己的调控识
别， 长时间挨饿， 会让身体对这种
行为做调控反应， 加强胃肠对早餐
和中餐食物的吸收率， 降低基础代
谢率， 使更多的能量转化为脂肪。

不进食和少进食是两个概念，
千万别混为一谈， 尤其是不吃晚
餐存在一定的危害。 不吃晚饭容

易诱发低血糖， 尤其对糖尿病患
者， 会导致器官营养供给不够 ，
人体抵抗力也会随之下降。 但晚
餐吃太多对身体也极为不利， 因
为晚上人体新陈代谢速度减慢， 加
之运动量减少， 很容易造成脂肪
堆积形成肥胖， 从而诱发各种疾
病， 如肥胖、 冠心病、 糖尿病等。

每天的 17 时-19 时是最佳的
晚餐进食时间。 吃得太早， 睡前
容易饿， 不仅影响睡眠， 也会影
响胃部健康。 但也不能吃得太晚，
最迟也要与睡觉相隔 4 个小时 。
这样不仅可以给肠胃消化吸收营
养留有充足的时间， 而且还可以
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 让摄入
的热量可以进行代谢。

北京空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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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腿肚是人体的 “第二颗心
脏”， 没有健康的小腿肚， 将双腿
的血液往上运送， 人就无法维持
正常的血液循环。 中老年人尤其
是心脑血管病人， 平时踢踢小腿
肚， 不仅能使肌肉充分放松， 还
能够提高心脏供血的能力。

方法： 一条腿站立， 用另一
条腿的脚面依次踢打站立腿的
小腿肚子的承筋穴或承山穴 。
承筋穴在小腿后部肌肉的最高
点， 承山穴位于小腿后部肌肉的

分叉处。 小腿肚上这两个穴位都
很重要， 常按承筋穴可以舒筋活
络、 强健腰膝； 常按承山穴可缓
解疲劳、 祛除体内湿气。

用以上方法交换进行踢打，
力度视个人承受能力而定。 在踢
打的过程中可以 “加速———缓
慢———加速” 交替进行， 从而加
强小腿肚肌肉的收缩能力。 每次
5-10 分钟即可 ， 一日可进行 3
次踢打， 甚至多次踢打。

朱秀兰

盲目照搬不可取
“过午不食” 的说法已经流行了很多年， 很多人利用

这种方法进行减肥、 养生。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 杭州一 29
岁的小伙子 5 年过午不食， 结果胃黏膜广泛充血糜烂， 长
了 2 个直径大于 2 厘米的溃疡， 还有出血和咖啡色血痂。
那么， 过午不食究竟是养生妙法， 还是毁身“利器”？ 它
是否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规律呢？

“过午不食”能减肥养生？

常踢小腿肚 提高供血能力“六养”“四少”
养生法

瘦身瑜伽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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