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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养生健体

前胸 医学研究发现， 位于前胸的胸腺是
主宰人体整个免疫系统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之
一， 只要每天坚持用手掌上下揉拍前胸 （上
至颈部下至心窝） 100-200 次， 就会激活胸
腺， 起到防癌、 健身延年的作用。

脊柱 脊柱是人体两条最大的经脉之一督脉
的行径之地。 经常按摩脊柱， 可疏通经络， 气
血运行畅通， 从而有益于全身器官的滋养而健
身。 自己按摩时， 可取干毛巾一条， 两手拽着
毛巾上下摩擦脊柱， 一般 2-5 分钟为宜， 至发
热为止； 也可夫妻互相用手掌磨揉脊柱， 缓缓
进行， 不可过猛， 发热为止， 每日早晚各一次。

肚脐 肚脐为神厥穴， 常被养生学家誉为
保健 “要塞”。 经常按摩肚脐有防治便秘、 中
风等作用。 按摩肚脐应做到每日 3 次， 最好
是饭后进行， 按摩时将手掌扣于肚脐周围，
先顺时针进行揉磨 100 圈， 再逆时针揉磨 100
圈， 日日坚持不断。

脚底 科学家将脚称为人体的 “缩影”、
“第二心脏”。 经常弯弯脚趾、 踩踩卵石、 揉
揉脚心、 温水泡泡脚等， 都能反射性增进全
身各内脏器官的功能， 达到祛病健身、 延年
益寿的目的。 最好坚持每天早、 午、 晚三次
都对脚底进行刺激， 或弯脚趾、 或踩卵石、
或揉按脚心， 晚睡前再温水烫脚， 如此坚持
数年， 对身心必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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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 “舌诊”， 就是通过观察舌体各部
分的变化， 从而达到诊断相应内脏的病变情
况。 因此， 经常运动舌头， 可加强内脏各部位
的功能， 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强身健体，
延缓衰老。 舌头操的具体做法是：

一、 每天早晨洗脸后对着镜子， 舌头伸
出与缩进， 各做 10 次。 接下来头部上仰， 下
巴伸开， 嘴巴大大地张开， 伸出舌头， 停留
2~3 秒钟， 反复操练 5 次。

二、 坐在椅子上， 双手食指张开， 放在膝
盖上， 上半身稍微前倾。 首先， 由鼻孔吸气，
接着嘴巴大大地张开， 舌头伸出并且呼气， 同
时睁大眼睛， 平视前方， 反复操练 3~5 次。

三、 嘴巴张开， 舌头伸出并缩进， 同时
用右手食指、 中指与无名指的指尖在左下边
至咽喉处， 上下搓擦 30 次。 接着在舌头伸出
与缩进时， 用左手三指的指尖， 在右下边至
咽喉处， 上下搓擦 30 次。

“舌头操” 是一套很好的自我保健操，
有助于老年人缓解高血压、 脑梗塞、 哮喘、
老花眼、 耳鸣、 预防老年痴呆等疾病。 每日
早、 中、 晚各做一次， 不但可以减少口腔疾
病的发生， 还能延缓味蕾的衰老， 同时还能
起到锻炼面部肌肉的功效， 使人容光焕发，
青春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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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做“舌头操”
强体健身好

“三位一体”养生法
“运动给了我一副好身体，

它不仅让人精力充沛， 还让身
体经得起摔打。 运动真让我特
别受益。” 国医大师、 中国工
程院院士石学敏在谈及自己的
养生经验时深有感触。

石学敏从小就喜欢运动，
从青少年开始， 就每天坚持做
2 个小时的体育锻炼， 而且是
激烈的运动， 他非常喜欢打篮
球和游泳 ， 篮球打得相当不
错， 曾是运动队的主力队员。
现在的石学敏将运动方式改为
改成慢跑和健步走， 每天至少
走 1 万步。

也许是因为年轻时喜欢运
动为身体打下良好的根底， 80
岁的石学敏仍保持着快节奏的
工作和生活方式， 每周上午查
房， 下午开会、 讨论。 每年都要
去美国讲学考察一两个月， 还经
常参加各种学术会议， 时间总是
排得满满的。 石学敏在担任天
津中医学院一附院院长以来，
设计、 实施、 主持多项科学研
究， 但他并没有因为过度思考和
疲劳而落下脾胃病， 也没有因为
太多操心、 生气、 着急的事而患
上高血压、 冠心病。

石学敏认为健康是人生的
资本 ， 人体保健最重要的是
上、 中、 下 “三位一体” 的正
常运作。

上： 保持灵敏、 充沛的脑力

大脑是生命的主导， 是指
挥一切行为的司令部， 大脑依
赖于动脉血液供氧。 从生理学
讲， 脑细胞缺乏供氧 6 分钟，
人基本上就没有思维、 没有意
识。 人体因为衰老、 疾病、 过
度劳累、 无生活规律、 无视自
我保健等， 导致大脑供血、 供
氧减少， 造成脑细胞损伤及退
化 ， 思维迟钝 、 精神无法集
中、 爱忘事， 工作效率低下，
严重的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
石学敏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保
证充足的睡眠 ， 坚持清淡饮
食， 注意摄入健脑补脑的健康
食品， 不抽烟喝酒。

中： 保持通顺、 畅快的胃
肠消化系统

消化道是后天之本， 人体
靠摄入饮食保持生命活力。 要
保持胃肠有序蠕动 、 功能正
常 ， 使消化及排泄通顺 、 畅
快， 这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 ，
消化受阻、 大便不通， 不仅造
成胃肠疾病， 还会导致癌变。
石学敏饮食注重清淡 ， 坚持
“早吃好 、 午吃饱 、 晚吃少 ”
的科学饮食习惯。

下： 保持一双强壮、 有力
的大腿

腿为肾之表， 肾为先天之
本 。 肾健则体强 ， 有一双强
壮、 有力、 灵活的大腿才是一
个健康的人。 即使外出参加各

种会议， 活动范围局限， 他也
会坚持步行， 并使用步行测量
器规范步行的数量。

以下是石学敏总结的上 、
中、 下 “三位一体” 养生法的
具体锻炼方法：

1． 坐在椅子或沙发上， 靠
椅背， 头稍后仰， 双目微闭，
消除杂念， 心平气和， 双手向
后做护住后脑勺状， 用两个大
拇指在后颈部及耳垂后凹陷
处， 找准天柱穴 （位于后发际
正中直上 0.5 寸， 旁开 1.3 寸，
斜方肌外缘凹陷处）、 风池穴
（位于项后枕骨下两侧凹陷处，
与耳垂齐平）、 翳风穴 （位于
耳垂与耳后高骨之间的凹陷
处）， 依次按压、 按摩这 3 对
穴位。 每对穴位按压几分钟至
十几分钟均可。

2． 取双腿稍微前伸的坐
姿， 找准左右两腿的足三里穴
（膝关节 “膝眼” 往下三横指
处）， 用双手大拇指用力按压
几分钟至十几分钟。

3． 再加上健步走、 慢跑、
游泳等运动。 石学敏每天早晨
都要坚持慢跑半小时， 如果没
有特殊情况， 下午还要游泳 30
分钟。 他认为这不仅能保持胃
肠系统的健康和四肢强壮， 还
有利于全身机能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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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学敏， 男， 汉族， 中共党
员， 1938 年 6 月生， 中国工程院院

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名誉院
长， 主任医师、 教授。 196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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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名中医。 自 20�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潜心
研究世界公认的三大疑难病之一的中风病 （脑梗死、
脑出血） 的针灸治疗， 创立“醒脑开窍” 针刺法，
开辟了中风病治疗新途径， 后又创立了“中风
单元” 疗法， 先后发明“脑血栓片” “丹芪

偏瘫胶囊” 针药并用， 为治疗脑
血管病开创了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