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暖花开 ， 草长莺
飞， 这样的时刻， 放松一
下心情 ， 去室外放放风
筝， 陶冶性情， 是一件多
么美妙惬意的事情啊。 从
健康角度来讲， 去郊区踏
青 、 放风筝可以放松身
心， 对协助视力恢复和眼
睛休息大有裨益。

放风筝能让人们将
视线延伸转移至高远处，

自然调节眼肌 ， 帮助其放松休
息 。 从预防近视角度来讲 ， 这
是由于在放飞风筝的时候 ， 眼
睛要一直盯着高空中的风筝 ，
正好让眼睛自然 、 专注地凝视
远方 ， 眼球向上看远处某一定
点 ， 有助松弛眼内肌肉 ， 促使
睫状肌放松 、 休息 ， 从而起到
预防近视的作用 。 人体的眼球
运动通常是往下看近 、 往上看
远 ， 远眺可以调节眼肌功能 ，
消除眼的疲劳 ， 从而达到保护
视力的目的。

王文咏

15 ２０18年4月24日 星期二�编辑：张丽 邮箱：471901473@qq．ｃｏｍ 版式：王思贤

养生健体

今年 63 岁的周爱东平日里
喜欢哼上一两段京剧， 唱戏一
直是她的心头爱， 只是退休后
才有工夫真正学起来。 她每天
跟着复读机， 练习同一段京剧，
在一年内用坏了两部复读机 。
随着唱功的日益精进， 周爱东
还曾受邀上中央电视台表演。

周爱东是上海人， 现住在
广西南宁市东葛路社区， 上世
纪 80 年代随丈夫来南宁工作
后 ， 就再也没离开 。 退休后 ，
她常去文化宫练习打腰鼓， 闲
暇之余喜欢唱上一两段样板戏
给朋友们听， 朋友们越听越来
劲儿， 就建议她去学习传统京
剧，“我当时一听也很心动， 因
为我年轻时有些唱戏基础。” 周
爱东说她父亲曾在上海京剧院
工作， 小时候， 她常跟着父亲
学习样板戏， 并一直坚持吊嗓
子， 但后来忙于工作便搁下了。

由于没有多余的钱请老师，
周爱东便每天在家里练习， 出
门买菜就将复读机放在车篮里，
边走边听； 平时做家务， 也是
边干边听。 开始她把所有的精
力都放在了学习京剧 《审头刺
汤》 上， 在周爱东看来， 只有
先把一出戏给唱好了， 才能为
接下来的其他戏打基础。 她说
话带上海口音， 比如黄、 王不

分 ， 这在京剧里头
可是大忌 ， 她便将
《审头刺汤》 的所有
字 都 标 注 上 拼 音 ，
逐字逐句地练 。 在
身段方面 ， 周爱东
只要求自己能将一
些姿势 、 仪态做到
位 ， “人老了 ， 没
办法很好地把身段
表现出来 ， 我争取
唱好就行。”

周爱东的京剧唱功提高后，
很多拉二胡的朋友都愿意和她
合作， 因为她的音准好， 能够
带动二胡越拉越好 。 2005 年 ，
她和票友们受邀一起上了中央
电视台的 《戏曲春晚》。 由于表
演出色， 周爱东先后被广西电
视台、 南宁电视台邀请上一些
节目表演， 而最让她感到有成
就感的， 还要数 2008 年时登上
央视的 《金色舞台》。 那时周爱
东被广西电视台的导演推荐到
北京， 并在 《金色舞台》 表演
了 3 个节目， 其中一个节目便
是京剧 《锁麟囊》， 她还记得唱
完后， 闫肃给了她很高的评价，
“那时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周
爱东说现在只要逢年过节有表
演的机会， 她都不会错过。

最近两三年， 周爱东和老

伴一直忙于照顾外孙和外孙女，
花在唱戏上的时间几乎很少 ，
一些朋友劝她不要荒废了爱好，
也不要放弃了比赛。 而在她看
来， 如果没照顾好家里人， 自
己也不会有心思唱戏， 而且唱
戏对她而言是一种享受， 无关
竞争。

【达人之“达” 理】 周爱东
认为， 热爱唱戏的人心态会更
好， 沉浸在京剧的魅力中， 是
一种修心养性， 同时学唱京剧
也是一个体验耐心、 毅力、 坚
韧的过程。 如果你决定学习京
剧， 最重要的不是练习如何唱，
而是先把每出戏所讲故事的来
龙去脉了解清楚， 融入自己的
情感和理解后再去学习怎么唱，
投入了真情实感， 别人听了才
会有感觉。

吕斌 文/图

关节炎病人对天气变化甚
为敏感 。 春天常有气候阴冷 、
潮湿， 气温时高时低、 时风时
雨的阶段，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出现关节冷痛 、 怕风等症状 ，
此时， 关节需要格外呵护。 针
对关节炎发病的病因， 生活中
应注意以下四点：

防寒防潮 应注意保暖， 尽
量选择向阳居室， 保持室内清洁
干燥， 避免潮湿、 阴暗的环境；
常开窗通风， 但避免直接吹风；
平时洗手洗脸宜用温水， 晚间用
热水烫脚， 以促进血液循环； 关
节处要注意保暖， 局部可用护
膝、 护腕、 长袜或手套等， 鞋袜
潮湿应及时更换； 避免直接接触
冷藏品或冰柜。 关节炎患者应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 避免以上发病
诱因， 以减少发病的次数。

预防控制感染 有些类风湿
性关节炎是在患了扁桃体炎、 鼻

窦炎、 龋齿等感染性疾病之后
而发病的， 目前认为这是人体
对这些感染的病原体发生了免
疫反应而引起本病。 平时应加
强体育锻炼， 增强体质， 一旦
出现感染， 要积极治疗。

适当运动 对于没有关节病
变的人来说， 正确和适当的运
动就是保护关节， 不要参加过
度、 过劳、 剧烈的运动， 同时
做好对负重关节的保护措施 。
对于已经有关节疾病的人来说，
要求做无负重运动。

适度减肥 大多数肥胖者均
伴有膝骨关节病变， 常见部位
集中于关节内侧软骨， 尤其缺
少运动的肥胖者更易患此病 。
故应在控制饮食的同时增加活
动， 减轻体重， 这有利于减轻
关节负重， 减轻关节上的压力
和磨损程度。

董绍军

老年人上了年纪， 脊椎时有疼痛的
老毛病， 如能做收腹、 拉腰的锻炼方
法， 可缓解疼痛症状。

收缩腹部 收缩腹部周围的腹部肌
肉， 以拉动下腹部和丹田 （肚脐下 3 横
指） 以及命门 （后腰部） 产生共振， 以
改善和平衡下半身内分泌， 强化肠胃、
子宫及膀胱功能， 改善气血不足或血液
滞留的问题。

上下拉腰部 将力量集中在腰部肌
肉， 缓慢挺腰和塌腰， 上下反复拉动相
关肌肉， 达到运动上半身与下半身之间
脊椎的目的。 这种运动能改善腰酸、 骨
刺或强直性脊椎炎等病症。

胡佑志

现如今， 大部分伏案工作者都有颈
腰椎毛病， 或多或少影响生活质量， 以
下一套颈椎健身操适合在家中练习， 长
期坚持锻炼， 有益颈、 腰脊椎。
第 1节： 金狮摇头

预备姿势 两腿分立， 两手叉腰。
动作 头颈放松， 缓慢做大幅度环

转运动， 依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交替进
行。 各 6~8次。
第 2节： 回头望月

预备姿势 两腿分立， 两臂自然下垂。
动作 ①两腿微屈， 上体前倾 45°

并向右后旋转， 头随旋转向后上方作望
月状， 左手上举置头后， 右手置背后；
②还原成预备姿势； ③-④同①-②，
但方向相反。 左、 右各重复 6~8次。
第 3节： 与项争力

预备姿势 两肘屈曲， 两手十指交
叉置于头后， 两腿分立。

动作 ①头用力后仰， 两手同时给
头一定的阻力； ②还原成预备姿势。 重
复 12~16次。
第 4节： 前伸探海

预备姿势 两腿分立， 两手叉腰。
动作 ①头颈前伸并转向左下方，

两眼向前下视， 似向海底窥探状； ②还
原成预备姿势； ③-④同①-②， 但方
向向右。 左、 右交替， 重复 6~8次。
第 5节： 托天按地

预备姿势 两腿并立， 两臂自然下垂。
动作 ①右肘屈曲， 手掌心向上提

起， 再翻掌向上托出， 伸直手臂， 左手
臂微屈， 左手用力下按， 头同时后仰，
向上看天； ②还原成预备姿势； ③-④
同①-②， 但左、 右手交换。 左、 右交
替， 重复 6~8次。
第 6节： 伸颈拔背

预备姿势 两腿分立， 两手叉腰。
动作 ①头顶部向上伸， 如头顶球

状， 每次持续 3-5 秒。 ②还原成预备
姿势。 重复 12~16次。

隋东菊

脊椎疼痛
收腹拉腰可缓解

图为周爱东在京剧 《苏三起解》 里扮演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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