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提醒

一些老年人一到冬季就感到浑身冰凉，
穿多少都不暖和， 这是一种被称为老年低体
温综合征的病症。

低体温症是指人体深部温度 （直肠、 食
管等） 低于 35℃的状态持续 24 小时以上。 低
温症常发生于老年人 ， 当老人体温接近
35℃时， 一般自己还能诉说寒冷， 有嗜睡、
无精打采的症状。 若体温低于 35℃， 就可
能出现意识障碍、 皮肤苍白、 面部肿胀， 会
出现呼吸、 心率减慢， 如不及时采取措施，
可以发展到心跳骤停。

老人患低体温症， 主要是由于血管老
化， 对寒冷的反应迟钝和神经调节不敏感。
此外， 老人在日常生活中保暖措施不当， 也
是低体温症的发生原因。 除了身上的保暖
外， 足部保暖尤其重要。

老年性低体温综合征目前尚无特殊药物
治疗， 预防更为重要：

1、 采取有效的防寒保暖措施。 冬季要
注意定时测量老人的体温， 选择阳光充足的
房间做居室， 适当参加力所能及的活动， 增
加营养， 多吃产热量高的牛羊肉食物， 保证
机体热量需要。

2、 合理用药。 老年人服药要遵医嘱，
避免使用如冬眠灵等抑制大脑体温调节中枢
的药物， 以保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3、 积极治疗慢性疾病， 防止继发感染。
对已患低体温综合征的患者， 家人可先采取
保暖措施， 如老人体温仍不能回升， 须尽快
送医院诊治。

马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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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今年 89 岁高龄的王兆恩
是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马坊街
道办事处欣乐社区的老党员，
他一直是大家眼中的名人。 初
见他的人一定会被他显眼的着
装吸引： 穿着笔挺的西装， 打
着颜色鲜艳的领带， 头戴一顶
黑色礼帽， 外出佩戴一副墨镜，
很有绅士范儿。 更重要的是他
非常喜欢跳舞， 最喜欢跳现代
舞和霹雳舞， 每天走在小区里，
他就在路上蹦跶起来。 说起与
跳舞的渊源， 王兆恩总结道：
“跳舞是我年轻和健康的保证，
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王兆恩随身携带一台随身
听 ， 里面下载了一百多首歌
曲 ， 包括 《小苹果 》 《甜蜜
蜜》 等， 每首歌曲他都自编舞
蹈， 都有固定的舞蹈动作。 为
了琢磨这些舞蹈动作， 王兆恩
经常废寝忘食， “这一百多首
曲子的舞蹈动作不能一样啊，
所以我每天都琢磨， 既要好看
又要适合我跳。” 为此， 王兆
恩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开始放音

乐， 边跳边琢磨动作， 他把客
厅当作练舞室， 通过看电视和
网络视频 ， 摸索 、 总结跳舞
技巧， 晚上睡觉前他也要跳
舞琢磨动作。 就连在小区散步
时， 听到音乐， 他就有了灵感，
走起路来也会轻飘飘的， 似乎
要即兴起舞。

“这是对艺术的一种追求，
是对生活的满足。” 王兆恩告诉
笔者， 他是一名党龄 69 年的老
党员， 祖国变化日新月异， 他
对文艺的热爱也更加浓烈。

2017 年 10 月 26 日 ， 在
欣乐社区组织的重阳节活动
中， 王兆恩受邀参加活动， 当
播放动感的音乐时， 老人跟着
音乐跳起舞蹈 ， 舞姿变幻多
端， 一首舞曲结束， 老人潇洒
地做了一个感谢的动作， 微微
弯腰， 双腿缓缓后退， 直到回
到旁边的凳子。 “老人跳得真
不错， 年纪这么大了， 还有这
种精气神。” “王老汉活得真
潇洒啊！” 跳完舞后， 王老汉
赢得了大家的欢呼和鼓励， 王

兆恩和大家开玩笑： “我跳的
不是舞， 而是开心。”

别看王兆恩年岁已高， 他
对霹雳舞也有研究， 甩手、 摆
腿、 旋转， 丝毫不生涩。 王兆恩
说， 以前有阵子流行霹雳舞， 很
多人都会跳， 他也喜欢跳， 动
感的音乐配上劲爆的舞蹈动
作， 跳起来非常过瘾。

王兆恩喜欢跳舞和唱歌，
家里人都很支持。 他不仅自己
跳舞， 还鼓励身边的人跳舞。
王兆恩逢人便介绍跳舞的好
处： 跳舞对身体的各个部位都
有好处， 对眼睛、 颈部、 肩部、
脊椎、 腰部、 膝盖以及心脑血
管系统都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达人之“达” 理】 王兆
恩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
是： “老年人必须要老态龙
钟、 穿着邋遢吗？ 我觉得不
是， 我觉得老年人应该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 有自己的生活追
求。” 王兆恩是这样想并这样
做的， 因此他的心在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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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对人体健康有很
大的帮助 ， 能对肠胃进
行清理 ， 绿茶甚至还有
抗癌功效 。 但对于老年
人来说 ， 喝茶不当 ， 反
而会损害身体 ,因此， 老
人喝茶有讲究。

讲究一： 宜早 喝茶
会影响老年人睡眠 。 进
入老年期以后 ， 人的睡
眠时间减少 ， 睡眠质量
不高 ， 茶的兴奋作用也
会维持得更长久 。 老年
人喝茶最好不要在饭前、
午后和睡前， 早饭后 20
分钟左右饮茶最宜 ， 这
样能助消化 、 解油腻 、
清肠胃。

讲究二： 宜少 茶叶
有兴奋作用 ， 老年人喝
茶过多 ， 会加大中风等
危急症状的出现几率或
导致胃消化能力降低等。
老年人要根据自身情况，
控制喝茶的数量 ， 有溃
疡病和胃肠功能紊乱者，
不宜饮茶， 尤其是绿茶；
在饮茶种类上 ， 应以红
茶为主 ， 乌龙茶可以利

尿 ， 也很适合老年人 ；
对于不同的人群 ， 高血
压患者以及体质较好、 肥
胖的老年人宜饮绿茶， 而
体质较弱、 胃寒的老年人
宜饮红茶， 其中温和的普
洱茶是不错的选择。

讲究三： 宜淡 过浓
的茶会产生过强的刺激，
使心血管和感受器官逐
渐产生依赖性 ， 从而丧
失正常功能 ； 当大量饮
用浓茶后会稀释胃液 ，
降低胃液的浓度 ， 使胃
液不能正常消化食物 ，
从而产生消化不良等 。
此外 ， 老年人的心脏承
受能力不比年轻时 ， 长
期喝浓茶会使心脏增加
额外负担 ， 导致心律失
常 ， 甚至诱发多种心脏
疾患等。

在冬季 ， 老人要尽
量少喝茶 ， 坚决不喝浓
茶 ， 泡茶时茶叶用量不
能超过常量。 加用红枣、
生姜等温性食物可以起
到增加热量的作用。

朱广凯

生活中， 很多老年人天一凉
关节就开始痛了， 感知降温甚至
比天气预报还准。 其实， 关节炎
与天气的寒冷并无直接关系， 而
是与年龄有关。 有数据统计， 65
岁以上的人， 关节炎的发病率高
达 70%-80%。 当你的关节受过损
伤或已有关节炎基础， 就需注意
保暖， 这样可以降低关节炎发作
频率， 延缓骨关节炎的进程。

老年人冬季在注意膝关节保暖的同
时， 还应谨防摔跤。 另外， 在关节受损后，
关节负重的活动也要减少。 关节炎的发生
与年轻时的运动方式有很大关系， 运动中
爬山对关节负重最大， 因此对关节损害也越
大。 提重物、 下蹲也对膝关节有害 ， 而
快走、 慢跑对关节影响不大， 有益健康。

加强锻炼肌肉力量， 能保护关节， 尤
其是一种靠墙法来锻炼大腿股四头肌的方
法效果不错， 具体方法是： 背靠墙， 双脚
分开， 与肩同宽， 慢慢往下蹲， 保持小腿
与地面垂直。 痛的时候不要再向下蹲， 早
晚各一次， 尽量蹲时间长一些。

有些膝关节长有骨刺的老年朋友认为，
通过加大运动量可以磨掉骨刺， 这种想法
不科学。 为了保持脊柱、 膝、 踝关节的灵
活性， 减少骨刺对周围软组织的干扰， 适
当地进行体育活动非常必要。 而且， 运动
还可以使骨刺周围的软组织尽快适应骨刺
的局部刺激， 从而减少机体的不适和疼
痛， 但想 “磨” 掉骨刺根本不可能。

济南市工人医院 张乾

我们小区住着一双夫妻， 两人都是六十
多岁， 男的姓张， 我们称他张老师。 张老师
刚退休没几年， 夫妻俩相敬如宾， 出双入对，
早上一同晨练做操， 傍晚一同悠闲散步。 但
这几日， 忽然不见了张老师夫妻俩， 小区的
人感到奇怪， 后来一打听， 原来两人都住院
了。 早饭后， 我和小区的几个人相邀到医院
看望张老师夫妻俩， 这才知道， 两人患的是
同样的病： 糖尿病、 心血管病、 脂肪肝。

俗话说： 夫妻本是同根草， 越长越像活
到老。 在现实生活中， 夫妻俩长久在一起生
活， 两人从相貌、 身形， 走路姿势上越相似，
这就是人们长说的 “夫妻相”。 近年来， 医学
临床上看， 有夫妻相的人， 常患有相同的病
症， 医学上称之为 “夫妻病”。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 “夫妻病” 跟 “夫妻
相” 一样， 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与科学原理。
这是因为， 由于同在一个屋檐下， 夫妻双方
饮食习惯、 作息习惯大抵相同， 吃同样的食
物， 呼吸同样的空气， 居住同样的环境， 因
此， 患某一种病的几率也就大抵相当。 常见
的 “夫妻病” 中， 除性病、 传染病等之外，
还有代谢性疾病、 癌症、 消化系统疾病及骨
关节疾病等。

夫妻双方之所以会同患癌症， 是因为癌
症跟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如肺癌 “夫唱
妇随” 的现象越来越多， 这是因为夫妻同居
一室， 承受同样的致癌因素， 丈夫若吸烟，
妻子吸二手烟， 患病风险加大。 而夫妻同患
消化系统疾病， 主要与夫妻同吃一锅饭， 饮
食习惯相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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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警惕低体温综合征

图为王兆恩在跳舞。

老年人喝茶“三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