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行走运动中， 慢跑和散步是
常见的锻炼方式。 其实， 进行多姿
行走运动， 对祛病延年、 养生健身
均大有裨益。

内八字行走 一般人行走多为
外八字或直线前进， 如改为内八字
姿态行走， 可消除疲劳。

脚尖行走 提起脚跟用脚尖走
路， 可促使脚心与小腿后侧的屈
肌群紧张度增强， 有利于三阴经
的流通。

倒退行走 倒行时全身放松，
选择平地， 膝关节不曲， 两臂前
后自由摆动， 可刺激不常活动的
肌肉， 促进血液循环。 另外倒行
还可防治脑萎缩， 对于腰腿痛有
显著疗效。

脚跟行走 翘起脚尖用脚跟走
路， 两臂有节奏地前后摆动， 以调
节平衡。 这样可加强锻炼小腿前侧
的伸肌群， 以利于疏通三阳经。

爬着行走 徐徐下蹲， 两手着
地， 背面略成平行， 手爬脚蹬， 缓
缓前进。 可增加头部的供血量， 减
轻心脏负担， 对颈椎病、 腰腿病、
下肢静脉曲张等疾病有疗效。

王化清

中老年人， 经常活动手指关节
或刺激手掌有助于预防阿尔茨海默
病的发生， 原因是手和大脑关系密
切。 比如， 当你闭上双眼， 用手触
摸某物体时， 你大致可以判断它是
什么东西。 这是因为手指的触觉
神经和大脑直接联系， 用手摸到
的物体形象会传到大脑 。 而当人
的手或脚等身体末梢部分的血行
不好时， 大脑的血流也会受到影
响。 因为末梢部分的血行一旦出
现障碍， 心脏送出的血液不能顺
利回流， 包括大脑在内的全身血
液循环均会受到影响。 因此如能
每天坚持做手指运动， 改善手的
血行 ， 将有助于大脑血流通畅 ，
既能健脑又可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的发生。 可选择以下的做法：

1.�将小指向内折弯， 再向后
拔， 反复做屈伸运动 10 次。

2.�用拇指抓住小指基部正
中， 揉捏刺激 10 次。

3.�将小指按压在桌面上 ， 用
手或其它物反复刺激之。

4.�双手十指交叉， 用力相握，
然后突然猛力拉开。

5.�刺激手掌中央 （手心）， 每
次捏掐 20 次。

6.�经常揉擦中指尖端， 每次 3
分钟。

每天可在上述方法中选择 2~3
种交替使用。 同时， 要尽量利用各
种机会活动手指。

刘桂云

寒冬时节， 稍有不慎就会诱
发肩周炎。 冬季由于气候寒冷，
有些病人起病较急， 经常是晚上
睡眠时由于肩部露在外被 “冻”
后引起， 这就是中医所称的风寒
侵袭而诱发所致。

肩周炎是一种慢性疾病， 应
做到无病早防， 有病早治。 预防
的对策有： 注意保持正确的坐姿
和工作时的自然体位， 坚持工间
操等体育锻炼， 以消除肩部软组
织的长期疲劳， 延缓衰老。 注意
保暖， 避免风寒直袭肩部， 特别
是冬天睡觉时要留心盖好肩背。
早期肩部疼痛较重时， 应先卧床
休息， 几天后再采用针灸 、 推
拿、 理疗、 自我锻炼和必要的药
物等综合疗法， 积极治疗。 疼痛
缓解后， 还必须进行功能锻炼，
以防复发。 中老年人平时应加强
营养， 注意户外活动， 以增强体
质， 也可以适当进食补肾的药
膳， 对预防肩周炎有一定作用。

张正修

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 2012 年
在北京逝世， 终年 90 岁。 西哈努
克长期致力于中柬友好， 同中国几
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在学习
他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的同时， 他的
长寿秘笈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喜欢音乐， 怡然自得 音乐对
人身心健康大有益处， 特别是老年
人有了音乐作伴， 会排除内心的孤
独， 让心情舒畅。 西哈努克亲王酷
爱音乐， 并且在音乐方面表现出不
凡的天赋， 先后创作了 30 余首歌
曲， 其中大部分是歌颂柬埔寨祖
国、 歌颂中柬友谊的， 还有的是柬
埔寨民间情歌。 1975 年， 在回国
的前夕， 西哈努克写了一首歌曲，
名叫 《我亲爱的第二祖国》。

青睐美食， 健康根基 中国各
地美食闻名遐迩， 这些特色食品，
具有浓郁地方风味， 营养丰富， 堪
称名符其实的 “长寿食品”。 西哈努
克不但喜欢吃美食， 还经常动手做
美食， 他用餐很慢， 并配以轻柔、

优美的音乐来放松气氛， 提高食欲。
酷爱运动， 提高机能 西哈努

克亲王最喜欢的运动是羽毛球和
游泳， 而为了让运动更加有意思，
他亲自为每个工作人员排好了班
次， 参加每周两次的 “西哈努克
杯羽毛球比赛”。 赛场上， 西哈努
克兴奋时 ， 会在场上又呼又叫 ，
要是输了球， 他也会沮丧地抱着
脑袋， 表情特别丰富。

信赖中医， 看淡疾病 老年
人应客观地意识到岁月不饶人 ，
要正确地对待身体的变化， 发现
疾病及早治疗。 西哈努克 71 岁的
时候， 在一次例行体检中查出患有
恶性肿瘤， 当时他的态度非常淡
然， 令北京医院的医生都感到吃
惊。 接着他又被查出患有糖尿病
及高血压等疾病， 这都没有让他
情绪低沉， 而是以平静的心态面
对。 在与病魔抗争中， 西哈努克十
分相信中国医生， 信赖中医和中药。

薛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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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1．有固定的饮食框架， 春
夏秋冬不同的食谱

吕老从年轻时就喜欢看书，
尤其关注医学方面的书 ， 直到
2014 年， 他的眼睛出现病变之后
才停止了阅读。 他熟读 《神农本
草经 》 《本草纲目 》 《黄帝内
经》 等书籍， 对各种中医草药和
食材的药理作用了熟于心 。 他
说， 现在食材丰富， 但胡乱吃就
达不到养生的效果， 所以他每天
吃的东西都定时定量， 而且注重
营养搭配， 并根据节气不同进食
不同的食材。 吕老还把一年分成
两段 ， 春夏季时有一份专门食
谱， 秋冬时又与春夏有别。

吕老告诉笔者， 中医说春夏
养阳， 秋冬养阴， 所以春夏应多
吃促进阳气生发的食物， 秋冬则
多吃滋阴润肺的食物。 几十年来，
他一直坚持着这样的饮食框架：

早餐： 糊 +馒头 +青菜
中餐： 干饭 +鸡、 鸭、 鱼、 肉

（尽量吃白肉） +青菜
下午 4时： 吃水果餐

晚餐： 粥 +馒头 +青菜

吕老还强调饮水的习惯， 他
每天坚持饮水 2000 毫升 ， 在他
看来， 及时补充人体水分， 对平
衡身体各项指标有很大帮助。

2．有严格的计划表， 几点
钟运动、 几点钟进食， 把作息与
食疗合理搭配

50 多岁退休后， 吕老就一直
坚持着每天 5∶30 起床的习惯，
起床后先做室内运动， 吃完早餐
后就出门进行户外运动。 几点钟
运动， 几点钟进食， 他都有严格
的计划： 比如， 起床后， 先按摩 1
个小时； 6∶30 吃早餐； 慢跑或快
走； 12∶10 进食午餐； 12∶30 睡
午觉， 起床后做仰卧起坐 30 个，
甩手 500 次； 18∶00 准时吃晚饭，
晚饭后散步； 22∶00 上床睡觉。
吕老告诉笔者， 不管是哪种养生
方式， 规律和坚持是最重要的，
他坚持了几十年， 受益颇多。

3．有一些小“秘密”， 每天
光着膀子晒太阳， 许多小动作可
保大健康

不管春夏秋冬， 吕老每天光
着膀子晒太阳 1 个小时 （阴雨天

除外）， 别小看这个动作， 它对
促进钙质吸收非常有帮助。 人们
每天摄入很多含钙的食物， 但大
部分很难被人体吸收， 如果每天
能坚持晒太阳， 人体吸收钙的能
力就大大增强。

吕老还坚持每天食用一定量
的豆类， 比如煮饭或煲汤时随手
抓一把黑豆或黑芝麻 （人均 50
克左右 ） 放进去同煮 ， 也可选
择黄豆 、 赤小豆等 。 此外 ， 吃
早餐时在粥里放一勺虾皮粉， 这
些都是很好的补钙食品。 “这些
小小的饮食习惯， 我坚持了几十
年 ， 没吃过钙片 ， 但骨密度正
常 。 食 疗 只 要 坚 持 ， 很 有 效
果”。 吕老说。

2014 年以前吕老一直都很喜
欢打羽毛球、 门球、 踩单车、 下
象棋， 但眼睛出现视力模糊后，
这些爱好就舍弃了， 现在主要是
通过跑步、 走路、 做仰卧起坐等
运动来锻炼身体。

【达人之“达” 理】 吕老认
为， 养生需要花不少时间和心思，
而且要学会自律和坚持， 一旦养
成习惯， 尝到健康养生给身体带
来的益处后， 就会让人乐此不疲。

吕若琦 文/图

按“章”生活
身体硬朗如小伙

家住广西省南宁市新竹路、 91 岁的吕萍老人和
老伴 30 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养生， 他们每天的饮食、
作息、 运动都严格按照他制定的方案章程进行。 正
因为长年以来， 吕老严格按“章” 生活与锻炼， 如
今他的身体仍硬朗如小伙。 日前， 笔者来到吕老家
中， 听听他的养生经验。

图为吕萍老人每天坚持做仰卧起坐。

寒冬护好肩 西哈努克的长寿秘笈

多姿行走
健康常有

■名人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