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过半百的王先生， 一天傍晚在
公园甩鞭子的时候突然站立不稳， 感
觉天旋地转， 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医
院。 经检查， 确诊是后循环缺血、 椎
动脉夹层， 且已中风。 幸亏抢救及
时， 最终转危为安。 王先生平时没有
吸烟、 喝酒等不良生活习惯， 发病前
体检一切正常， 并且很喜欢运动， 每
天坚持甩鞭子， 怎么就中风了呢？

其实， 王先生中风很有可能与
他酷爱甩鞭子有关。 现在越来越多
的人喜欢甩鞭子， 震耳的鞭响声让
甩鞭者非常过瘾， 但过瘾的背后却
增加了甩鞭者患中风的风险。

甩鞭是一种单方向运动 ， 长时
间、 高强度地进行这种运动， 不仅
容易造成肌肉拉伤、 撕裂， 甚至会
造成血管内膜的撕裂， 形成动脉夹
层。 血管由内膜、 中膜、 外膜三部
分组成， 内膜的作用就是不让血液
进入中膜。 剧烈运动时， 一方面会
造成内膜破裂， 血液进入动脉中层
会形成血肿、 血栓。 另一方面， 内
膜撕裂以后， 机体自我保护功能启
动， 为了阻止出血 ， 血小板会在破
裂处聚集， 从而形成血栓。 这种情
况下不仅非常容易直接造成血管阻
塞， 血栓脱落随着血液流动也容易
造成血管堵塞， 进而造成中风。

甩鞭子、 打高尔夫球等都是单
向的运动方式 ， 这些运动爱好者与
正常人相比就有更高的患中风风险，
其中颈动脉、 椎动脉等非常容易形
成动脉夹层和血栓 。 运动要平衡 ，
强度要适中， 一般不建议大家进行
甩鞭运动。 如果特别喜欢这项运动，
甩鞭子的时间一定不要持续过长 ，
运动强度不要过猛。 建议大家最好
进行一些全身均衡运动的有氧运动，
如跑步、 游泳等。

董绍军

■顺时养生

在我所住的小区里， 有 17 栋居
民楼， 由于健身器材数量有限， 老人
们便走出小区大门， 来到景色宜人的
淮河圈堤上， 采用不同的方式， 进行
体育锻炼。

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老人们健
身， 不再是单打独斗， 而是三五人、
七八人在一起抱团运动。 他们或是打
太极拳、 或是舞剑、 或是踩鹅卵石，
练得专心致志， 玩得非常开心。 说到
为什么要抱团运动， 老人们的回答意
味深长： 住在高楼里， 平时都来往不
多， 通过体育锻炼， 大家聚在一起，
增加了了解、 增进了友谊。 有的老人
患有慢性病， 锻炼时如果出现不适，
也能彼此有个照应， 让家人放心。 相
比个人单独运动， 这种抱团运动可谓
好处多多， 也更可取。

老年人用这种时尚的抱团运动方
式， 充实自己晚年生活， 提高幸福指
数， 值得肯定。

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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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禀赋有体质学说
和命门学说， 后天因素包
括生活方式 、 自然环境 、
社会因素 、 疾病损伤等 。
以古养生学家十分强调的
生活方式而言 ， 其内容很
多， 包括诸如饮食、 起居、
工作、 劳逸、 寒温、 嗜好、
思想、 行为等， 合理则寿，
不合理则夭， 但都是通过
对精气神的耗损而施加影
响的。

寿夭的原因 ， 不是仅
仅存在于生理的机体之内，
更重要的因素是在精神活
动之中， 所以强调精神生
活的优化与物质生活的超
越， 追求道德 “至善” 的
理想境界， 以保持人体内
在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
谐和人与社会的和谐， 达
到尽终天年的目的。

心平气和 家庭和睦
郭老认为中医养生的关键
在于一个 “和” 字。 具体
来说， 就是心平气和与家
庭和睦 ， 二者相辅相成 ，
互为补益。 首先是心平气
和。 心平气和能化血生津，
推动气血正常运转， 而心
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
基础， 也是精神思维的根
本， 心气神汇聚一体， 互
相依存， 缺一不可， 心能
生血， 血充足则精神饱满、
思维不乱， 气血不足则心
神不宁； 气血平和则养心
护脑， 心神宁静自然健康
长寿 。 其次是家庭和睦 。
郭老非常重视中华传统美
德———孝 ， 平日只要有子
女带父母来找他看病， 他
都会予以夸奖。 孝是家庭
和睦的基础， 只有家庭和

睦， 个人才能在自然 、 和
谐与淡泊之中追求养生长
寿。

天人相当 仁者得寿
郭老说 ， 养生之道 ， 修德
为先， 这是中国养生学最
具特色之点。 孔子 《中庸》
云： “大德必得其寿”， 故
“仁者寿”。 可见养生当从
修德入手 ， 养德养生无二
术， 是历代养生家遵循的
准则。

有宽恕才有平静 郭老
对人从不计较恩怨 ， 坚持
多些雅量 ， 宽恕对人 ， 不
患得患失 ， 自然心神泰然
而平静， 此谓养神之上举。
郭老认为帮助别人的同时，
也成全了自己心灵的美与
善 ， 从而感到非常满足 ，
这是养神的最佳方法。

有爱心才有成全 郭老
对病人特别和善认真 ， 在
拒绝病人的红包、 礼品时，
总是说： “请您成全我”。
每当病人的病情经治疗好
转时， 乐滋滋的心理是郭
老补心养神的最佳良药 。
在帮助经济贫困的学生时，
他从不留名 ， 认为是自我
成全。

郭老还根据气功原理，
在经络循行的基础上自创
了 一 套 “经 络 导 引 养 生
功”， 效果卓著， 具有通经
活络 、 调畅气血 、 引气归
元的作用 。 此功尤适宜无
暇锻炼者和活动不便的人。
因为它不受场地 、 时间的
限制 ， 只需坐姿即可 ， 时
间 1-5 分钟， 可根据个人
情况而定。

湖南中医药大学
刘朝圣 彭丽丽

秋季是老年人易发生疾病的季
节。 因此， 搞好自我保健尤为重要。

一要注意皮肤卫生 秋季湿热并
重， 人们常常出汗过多， 保持皮肤清
洁对护肤尤为重要。 但秋季老人洗澡
不宜过多， 以免因皮肤干燥而发生皮
肤瘙痒症， 洗澡不要用碱性肥皂。

二要注意居室通风 天凉了也要
保持居室经常通风， 当室内外温度
相差 10℃时， 15 分钟即可将室内空
气交换一遍 。 不要在居室内吸烟 ，
以减少污染。 厨房最好安装换气扇，
庭院、 室内可养些花草， 以调节空
气湿度。

三要适当增强锻炼 秋季日照充
分且阳光不强， 是户外活动的最好时
期， 可爬山、 钓鱼、 郊游等。 体质差
的可从事活动量较小的运动， 如户外
散步、 打太极拳、 练气功等。

四要注意增减衣物 不要熬夜或
蒙头睡觉， 要养成开窗而居、 露头而
睡的习惯。 适当 “冻” 一下有利于提
高身体的御寒能力， 但不能像年轻人
那样过于 “秋冻”。

五要注意调节饮食 老年人胃肠
功能差， 对冷的刺激比较敏感， 即使
达到完全灭菌标准的冷饮也可能会引
起腹泻。 晚秋季节， 多吃一些润肺生
津的食物如豆浆、 西红柿、 梨、 香
蕉、 大枣、 莲子及禽蛋等， 不吃或少
吃辛辣食品， 以改善脏腑功能， 增加
抗病能力。

六要注意保持心情舒畅 身临草
枯叶落的深秋， 常会引起老年人心中
垂暮之感， 易诱发消沉情绪。 因而，
需注意心理上的调适， 学会解郁散
结。 可登高远望， 也可参与一些有趣
的体育活动， 这些都有怡神解郁、 稳
定情绪的作用。

余力

养生需和、德、恕、爱
郭子光

国医大师郭子光认为， 按照中医养生学
的理论， 人的寿夭衰老原因包括先天因素和
后天因素两个方面， 先天禀赋是寿夭衰老的
决定性因素， 后天因素对寿夭衰老也有着重
要影响。

甩鞭子过瘾
但要防中风

“抱团运动”更可取

■健康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