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有效地利用每一分钟，
也能取得健康的好效果。 一分钟
健身操全套共七节， 只需一分钟
就能做完。 可起到舒筋活血、 健
身强体的功效。 其方法如下：

1、 眼睛尽量向左、 右斜视，
各做 6次。 可消除双眼的疲劳感。

2、 直坐， 两手紧握椅子后
背， 双肩尽可能抬高， 可防肩周
炎。

3、 直坐， 双手置脑后， 将
手掌用力压迫后脑勺数秒钟， 可
防前额过早出现皱纹。

4、 双肘撑在桌面， 手伸开，
掌心支撑下颌， 做深呼吸， 头颈
要挺直， 下巴用力压迫掌心， 可
预防颈椎病。

5、 背对桌子站立， 用力抬
桌子数次。 常做能锻炼臂力， 健
美肩部。

6、 从桌边随意取一件东西，
用力紧紧握住。 此法可锻炼手臂
和胸部肌肉。

7、 坐椅子上， 屈膝抬双腿，
然后将腿尽量伸直放下。 此法可
加强腹肌力量， 防止大肚子。

王敏

俗话说： 人过四十， 日过午。
40 岁是健康的分水岭， 国内专家
们总结出男人 40 岁后要注意的 8
个养生保健关键点。

多吃 4 种食物 豆制品提高骨
密度， 燕麦帮助降胆固醇， 杏仁
有利于控血糖， 每周吃 4 次深海
鱼， 改善高血压。

戒烟适量饮酒 烟草和烟雾中
含有超过 250 种有毒物质或致癌
物质， 对呼吸系统、 心脑血管危
害极大。 研究显示， 40 岁戒烟能
多活 9 年 ， 喝酒一定要把握量 ，
啤酒一天最多一瓶。

做力量型锻炼 人到中年， 新
陈代谢开始减缓， 肥胖几率增加，
患慢性病的风险将翻倍增加。 建
议每周进行哑铃、 杠铃、 阻力带
等有助于 “重建” 肌肉群的力量
训练。 如果没有时间， 每天散步、
快走 30 分钟， 同样有益健康。

每天轻松生活 人到中年拼的
就是心态， 如果说年轻时积累知
识、 经验是做加法的话， 40 岁后
就要学着做减法， 及时清理消极情
绪。 调整好工作和生活的关系， 多
关注自己和家人， 让人更豁达。

重找浪漫婚姻 男女 40 岁时，
工作忙， 家务重， 此时夫妻之间
更要注意婚姻和谐。 闲暇时重找
浪漫婚姻， 夫妻可以每年安排一
次旅行， 打造蜜月期， 找找初恋
时的感觉， 有利于身心健康。

注重健康体检 除了血压、 血
糖等基础项目 ， 建议增加血管 、
前列腺、 骨关节、 幽门螺杆菌感
染、 肿瘤标记物、 甲状腺的检查。
有家族遗传病的人更要做针对性
检查。

注意补脑健脑 每天给大脑做
做 “有氧运动”， 除坚持体育锻炼
外， 不断培养兴趣爱好， 如下棋、
绘画、 垂钓等。 在生活中适当多
吃一些有益大脑的食品， 如鸡蛋、
豆类制品、 乳制品、 坚果等。

保持口腔健康 口腔健康是人
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 40 岁
后， 除了坚持每天早晚刷牙， 还
要每年洗一次牙， 并定期到医院
进行口腔健康检查， 及时治疗牙
周病、 龋齿等影响全身健康的口
腔疾病。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局
业务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前不久， 笔者来到浙江省嘉
兴市新安国际医院， 看到泌尿外
科病房异常热闹， 尤其是 38 号
病床边围着不少人。 原来， 38 号
病床的金瑛正在作画， 又像往常
一样引来护士和病友们欣赏， 她
可是病房里大名鼎鼎的 “画家”。

金瑛已经住院一年多了， 闲
暇时 ， 她总是用画画找乐子 ，
从不抱怨 ， 并积极配合着医生
治疗， 还为其他病友疏导心理。
大家都被她乐观向上的心态所
感染 ， 看她画画已经成为病房
里的一个娱乐项目 。 近日 ， 金
瑛在医院住院部大厅开办了自
己的水墨画展 ， 画展的主题叫
“永恒的春天 ”。 画展得到很多
人的支持， 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金瑛乐开了花。

今年 80 岁的金瑛 ， 退休前
是一名教师。 20 余年前， 她从热
爱的教师岗位上退下来， 随后转
换身份， 成了老年大学的一名学
员。 在老年大学， 金瑛学习了太
极剑、 扇子舞。 3 年前， 为了修
身养性， 金瑛开始在老年大学里
跟着凌大耕学习水墨山水画， 从
此便爱上了画画。

2015 年 11 月， 金瑛觉得身
体不适， 住院接受治疗。 住院期

间的日子枯燥乏味， 还得忍受病
痛的折磨， 几乎每天都要输液，
所以金瑛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病
床上度过的， “我生病以后， 身
体不舒服， 很痛， 精神状态越来
越不好， 可只要我拿起画笔， 就
感受不到疼痛了。”

在病榻上仍坚持画画的金瑛
很快成了医院里的 “红人”， 因
为身体原因， 她有时只能躺着作
画。 老人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让周围的病友们都深受感动 。
“老了精神还这么好！” “人家特
别乐观， 我们都得向她学习啊。”
“住在医院里就得找点事做， 不
然会抑郁的。” 围观金瑛作画的
人纷纷说。

金瑛住院已经快两年了， 这
期间每周一次的老年大学绘画
课， 她总是坚持去上课， 风雨无
阻。 蒋文新拗不过母亲， 每次送
母亲去上课。 因为担心母亲的身
体， 上课时， 她就坐在车里或守
候在教室门口。 “尽管很麻烦，
但她喜欢， 也高兴去上课， 不想
落下一节课， 我就陪着她、 守着
她 。” 蒋文新说 ， 母亲住院后 ，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母亲， 身为
企业管理者的她放下了手头的工
作， 全心全意陪伴在母亲身边。

蒋文新说， 母亲自从住院以
来， 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和
其他病友聊天时， 也总说要往好
处想 ， 肯定很快就能治好病 ，
“她病了这么久还依然能保持乐
观的心态， 医生和护士都夸她。”

【达人之“达” 理】 金瑛尽
管被病痛折磨， 但仍然乐观开
朗， 还坚持提笔作画， 嘉兴益家
公益发展中心的刘瑾也被老人的
精神所感动， 看着她认真绘画的
模样， 刘瑾萌生一个念头， 把金
瑛的作品收集起来， 给更多的人
欣赏， 把这一种坚强豁达的精神
通过一幅幅水墨山水画， 传递给
其他人， 于是就有了“永恒的春
天” 这一特殊画展。

吕斌 文/图

14 ２０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编辑：张丽 邮箱：471901473@qq．ｃｏｍ 版式：王思贤

养生健体

■顺时养生

重阳佳节过后 ， 提示时令已
至深秋， 秋燥与未退的阳热和立
秋后渐来的阴寒紧密结合 ， 容易
引起以发热为主的温燥证和以恶
寒为主寒燥证。 结合秋季的气候
特点， 保健养生既要补充夏季热
蒸汗出造成的阴液损耗 ， 也要重
视秋季干燥及阴寒扰人带来的危
害。 以下为几种中医特色养生：

按揉穴位 按揉为手指指腹
垂直向下用力后回旋揉动穴位 ，
按揉穴位一般以 “顺补逆泄 ” 为
原则， 即顺时针按揉为补 ， 逆时
针按揉为泻。

常用穴位 涌泉穴 ： 肾经的
穴位， 在足底第 2 第 3 趾趾缝纹
端与足跟连线的前 1/3 与后 2/3
交点上 ， 经常按揉可益肾平肝 ，
改善头晕、 头痛等不适； 行间穴：
为肝经的穴位， 在第 1、 2 跖骨结
合部之前凹陷处， 按揉可平肝潜
阳， 改善头痛、 胁痛、 下肢肿痛、
眼干及调节血压 ； 足三里 ： 为胃
经之穴位， 在外膝眼下 3 寸 ， 胫
骨前缘外 1 寸处 ， 为强壮保健要
穴 ， 按揉可养身保健 ； 膻中 ： 属
于奇经八脉中的任脉， 前正中线，
平第 4 肋间 ， 两乳连线中点 ， 治
疗心病的大穴， 经常按揉能够理
气、 止痛、 解郁 ， 改善心烦 、 心
悸、 胸闷症状效果很好。

传统保健锻炼方法 太极拳、
太极剑、 太极扇 、 八段锦 、 五禽
戏等， 其中以八段锦尤为简单易
学 ， 坚持锻炼可达到强身健体的
目的。

药酒 九月也叫菊月 ， 故喝
菊花酒是重阳不可或缺的活动 ，
菊花是一味中药， 具有平肝潜阳、
清肝明目的功效， 适当饮酒可促
进气血运行 。 不过饮酒需适量 ，
每天 10 毫升左右， 过饮伤身， 切
忌贪杯。

中药 将吴茱萸 、 佩兰等气
味浓厚的芳香之品 做成香囊佩
戴， 可避秽预防感冒。

长沙市第三医院
中西结合科 肖智 姜如

病房里开画展

图为金瑛老人在病床上作画，
女儿蒋文新在身边帮忙。

老年人
一分钟健身操 男过四十， 养生八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