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常因吃得多 、
运动少 、 消耗少而导致
肥胖。 大量营养转化为脂肪堆积
在体内， 加重心脏负担， 一部分
脂肪沉积在血管壁， 就可能引起
动脉硬化、 冠心病、 高血压、 糖
尿病， 从而严重威胁老年人的健
康。 实践证明， 适当控制饮食和
坚持体育运动是老年人减肥的最
有效方法。 减肥运动种类很多，
下面介绍一种专门治疗老年肥胖
症的医疗体操， 具体做法如下：

1、 练功前 5 分钟左右 ， 停

止一切活动， 排空大小便， 放松
衣带， 调匀呼吸， 排除杂念， 放
松肌肉。 清晨和晚间练功较好，
尤以清晨更好些。

2、 两脚呈八字形站立， 距离
与肩等宽， 两手背相对， 从身前提
至胸两侧变成仰掌， 同时深吸气。

3、 两手背相对 ， 极力俯身
下插， 同时发 “咳” 音， 将肺中
气体尽可能排出。

4、 两手握拳 ， 拳心相对 ，

如提重物至胸前 ， 拳心
转向上， 同时深吸气。

5、 两臂左右侧平举 ， 拳眼
朝上， 同时叮气。

6、 拧转两臂 ， 拳心朝内 ，
拳背朝外， 同时深吸气。

7、 拧转两臂， 使拳眼朝后，
拳心朝上， 同时呼气。

8、 两臂回收至上腹两侧 ，
同时深吸气， 两拳加力， 压腹以
助深长吸气， 每节作 10-20 次，
每日可作 1-2 次。

朱秀兰

跳绳
跳绳能减去腿部和臀部多余的
脂肪， 并对心血管能起到一定
的保护作用。

（1） 要领 每跳 5 分钟
为一节 ， 每天可跳 5-6 节 ，
每周跳 6 天， 待适应后可逐步
加量。 长期坚持， 一定可以有
效地减轻体重。

（2） 跳法 ①双脚齐跳，
有弹回动作： 每跳一次绳子，
双脚再一齐在地上颠一下。 ②
双脚齐跳， 无弹回动作： 即连
续不断地跳过绳子 。 ③单脚
跳： 两只脚轮流跳， 很像跑步
的动作。

注意 跳绳者应穿质地
软、 重量轻的高帮鞋， 以免伤
到脚踝； 跳绳时放松肌肉和关
节， 脚尖和脚跟用力需协调；
偏胖的人宜采用双脚同时起
落， 上跃不要太高。

的养生说34

专
家
简
介

14 ２０17年12月7日 星期四�编辑：张丽 邮箱：471901473@qq．ｃｏｍ 版式：王思贤

养生健体

游泳
游泳能帮助患慢性疾病的人尽快
恢复健康， 不仅去除了生理与心
理上的疾病， 而且能塑造出健美
的体形。

水的阻力比空气大 800 多
倍。 当人们游泳时， 双臂划水、
双腿蹬水或双脚大水， 颈、 胸、
背、 腰、 臀等全身的肌肉都参与
协调运动。 同时， 游泳属于周期
性的运动方式， 紧张和松弛有节
律地交替， 长此以往， 肌肉会变
得柔软， 坚韧而富于弹性。 儿童
经常游泳会促使骨骼钙化， 有效
地防止佝偻病和软骨病的发生；
胖人每天坚持游泳半小时左右，
可以较快起到减肥、 健美双重效
果； 瘦人坚持游泳， 会增加食
欲， 改善消化吸收功能， 逐渐强
壮起来。

湖南中医药大学
刘朝圣 彭丽丽

寒冬， 大风降温天气的到来， 给喜
爱室外健身的中老年人带来很多不便。
不过， 运动专家指出， 冬季在室内锻
炼， 同样能收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转头 站在地上， 挺胸收腹， 头部
先按顺时针方向转动 10 圈， 再按逆时
针方向转动 10 圈， 转动宜慢。 此法除
能锻炼颈部的肌肉关节使其功能增强
外， 还能防治神经性头痛、 失眠、 颈椎
骨质增生等疾病。

转腰 站在地上， 挺胸收腹， 双手
掐腰， 两腿稍分开， 脚跟站稳， 先按顺
时针方向转腰 10 圈， 再按逆时针方向
转腰 10 圈。 此法能增强腰肌力量， 并
能防治慢性腰肌劳损、 腰椎骨质增生、
风湿性腰痛、 坐骨神经痛等疾病。

转腿 站在地上， 两腿并拢， 身体
向下蹲， 双手扶住双腿膝盖， 先按顺时
针方向转动 10 圈， 再按逆时针方向转
动 10 圈。 此法能增强腿部肌肉力量，
防止腿先老。

鼓掌 坐位或自然站立 ， 全身放
松， 排除杂念， 两手掌心相对鼓掌， 动
作宜慢， 用力要适度， 以鼓掌后手掌胀
热为宜， 连击 30 次为一遍， 每日三遍。
此法能健脑益智、 增强记忆、 消除疲劳，
还可以防治末梢神经炎等多种疾病。

撞背 双足与肩等宽， 站立于一平
面墙壁之前， 约相隔半尺， 全身放松，
身体后仰， 用背部撞墙， 借反作用力身
体前倾 。 如此反复 ， 力量由轻到重 ，
早、 中、 晚各撞背 50 次。 此动作可壮
腰肾、 通经络、 改善血液循环、 促进新
陈代谢。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杨医生最近遇到一位老朋友， 印象
中这位老友年轻时就驼背得像个小老
头 ， 没想到这回重遇 ， 背居然直了 ，
比年轻时还挺拔。 据老友说， 他是坚
持每天练习倒走才把驼背治好的。 老
友倒走治好驼背的故事口口相传， 大
家纷纷效仿。 但杨医生提醒： 倒着走
并非人人都适宜。

老人倒着走的确有一定的锻炼效
果， 但同时也有一定危险性。 在正常情
况下， 人无论是跑步还是行走， 方向都
是朝前， 前侧肌肉发力较多， 后背肌肉
运动较少， 久而久之， 背部肌肉便得不
到充分锻炼， 有的人就会出现脊椎后
凸， 也就是驼背的现象。 但倒走则与人
行走的方向恰恰相反， 在倒走过程中，
身体重心会向后移动， 无形中对脊柱的
弯曲有了矫正作用， 也使得腰背肌得到
舒缓。

虽然有一定的健身效果， 但老年人
最好不要用倒着走的方式来健身。 因为
倒着走会加大老年人跌倒的风险， 一旦
跌倒容易出现骨折， 得不偿失。 锻炼腰
部肌肉的方法很多， 老年人可以在床上
做飞燕运动， 中年人可以游泳， 这些运
动的跌倒风险较小， 健身效果也很好，
没有必要冒险非要选择倒着走。

董芳

唐祖宣， 男， 汉族， 中共党员， 1943 年 7 月生，
河南省邓州市中医院原院长， 主任医师。 1958 年 3
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擅长心脑血管病的治疗， 尤
其对周围血管病有深入的研究， 他研制的治疗血栓
病的中成药“脉络舒通” 被国家批准为三类新药，
1986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唐祖宣：有氧运动更养生
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

动。 无氧运动是人体需要的氧气
不能满足需要， 在运动后得到补
偿的运动， 如举重、 短跑、 俯卧撑、
拳击等激烈运动。 而有氧运动是相对
无氧运动而言， 就是人体在氧气充
分供应的情况下进行的体育锻炼。
即在运动过程中， 人体吸入的氧气
与需求相等， 达到生理上的平衡，
如游泳、 慢跑、 自行车等。 国医大
师唐祖宣认为无氧运动是对人体力量
与速度极限的挑战， 不利于身体健
康， 他提倡有氧运动， 并介绍了几
种简单易行的运动养生方法。

步行
分变速行走法和匀速行走法两种

（1） 变速行走法 两腿按一定
速度行走， 可促进腹部肌肉有节律
地收缩， 加上双臂的摆动， 增加肺
的通气量 ， 每日步行路程 1000-
2000 米 （根据自己身体状况而定）
为宜。 行走时尽量挺直胸部， 配合
呼吸锻炼， 一般可采用走四步一吸
气， 走六步一呼气。 每天行走 1-2
次， 早晚进行最好。

（2） 匀速行走法 每天坚持行
走 1500-3000 米的路程， 行走速度
保持均匀适中， 并且不中断地走完
全程。 可根据体力逐步增加行走路
程， 每次走完以略感疲劳为度。 长
距离行走可训练耐力， 增强肺活量，
长期坚持， 方可取得明显效果， 每
天行走 1 次， 较适合年老体弱者。

注意 在进行步行运动时要注
意， 如出现明显头昏、 眼花、 胸
闷、 胸痛等不适症状， 应暂停锻
炼。 呼吸道感染或合并心衰的老
人， 不宜采用步行锻炼。

老人倒走要慎重

老年肥胖症医疗体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