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卫组织 （WHO） 为健康规定了
三个标准： 即躯体健康、 心理健康及人
际和谐。 人缘好是 21 世纪的健康新理
念， 一般躯体健康、 心理健康的人， 总
能获得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好人缘是
健康长寿的良药。

好人缘者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坦荡
的胸襟， 与他人相处总是以礼相交， 以诚
待人； 别人有难事， 总是尽力帮助， 热情
周到。 好人缘者遇事想得开， 才不至于让
不良的情绪郁积在心头而徒增烦恼。

好的人际关系， 其实也是一种健康
的 “感情投资”。 当你对别人付出了你
所有的真诚后， 你自然会得到别人的真
诚友谊给予回报。 这样， 在付出和拥有
的过程中， 你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愉悦。

好人缘者也会有极强的免疫功能。
由于与周围的人相处得和谐、 友好， 心
底坦荡， 光明正大， 心情整天处在愉快
之中， 没有不良情绪的困扰， 其内循环
系统会处于最佳状态： 血流畅通无阻，
呼吸畅达顺气， 神经兴奋恰到好处， 新
陈代谢旺盛， 抗病免疫能力更强更持久，
这样， 无疑更利于自身的养生保健。

龙玉玲

根据国际上体力活动和康复理论及
实践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老年人健身运
动应注意以下四点。

运动强度应从轻度活动开始 据统
计发现， 长期坚持低能量运动的中老年
人较不参加或偶尔参加剧烈运动的人，
不仅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老年性痴呆
等患病率减少 35％， 而且死亡率也降低。
运动时间每天可一次或几次相加在 30 分
钟以上， 有余力者可以过渡到中度， 身
体健康者也可直接从中度运动开始， 重
度运动应慎重， 剧烈运动应列为禁忌。

运动类型应灵活多样并注重康乐
太极拳、 扭秧歌、 跳老年迪斯科、 打门
球、 做体操均可， 步行也是很好的锻炼
方式， 70 岁以上老年人坚持每天步行
30 分钟者。 我国对高龄老人和久病卧
床老人健身运动研究不多， 国外已有椅
子操、 床上操等活动项目， 值得借鉴和
进一步研究。

清晨锻炼， 运动量应减小 人们习
惯于清晨运动， 但清晨冠状动脉张力
高， 交感神经兴奋性也较高， 无痛性心
肌缺血、 心绞痛、 急性心肌梗死发作和
猝死发病也多在早晨 6 时至中午 12 时，
因此应尽量选择下午和晚上活动。

饭后百步走并不科学， 宜慎重 河
北省老年医学研究所于数年前研究老年
人餐后运动时发现， 在餐后 60 分钟血压
由餐前的 139 毫米汞柱降到 129 毫米汞
柱， 而心率上升 15次/分， 中度运动后出
现体位性低血压者占 25％， 说明餐后运动
对心血管系统有一定负性作用， 但心电
图并无改变。 因此老年人应避免在餐后
特别是饱餐后两小时内进行健身运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老年病科 李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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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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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八旬的国医大师卢
芳精神矍铄、 声如洪钟， 对待
工作一丝不苟、 对待病人尽心
尽力。 善于治疗各种 “杂症”
的他， 对养生有两点认识： 一
是防湿邪， 二是不生气。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冬有
暖气、 夏有空调的环境中， 对
四季的感觉越来越不分明。 夏
天该出汗的时候因为用空调导
致汗液挥发不出来淤积体内；
北方的冬天烧暖气， 穿件单衣
还冒汗， 阳气外越， 藏不住精
气。 卢芳认为， 人体在这种环
境下最容易生病， 皮肤开合的
功能下降， 抵御病邪的能力越
来越差了， 极容易导致体内湿
邪堆积， 造成阳气虚衰。 湿邪
对人体的伤害， 比寒邪还要
大， 特别是以下五个坏习惯能
加重身体里的湿气。

缺觉 中医认为， 缺觉十
分容易伤脾， 通常熬夜后所
表现出的乏力、 无神、 肢体
困重都是脾虚的典型症状 。
卢芳建议大家每天晚上 11 点
前就睡觉， 白天适当进行一
些体育运动以助眠。

口重 肠胃功能好坏关系
到营养及水分代谢， 最好的养
胃方式就是适量、 均衡饮食。
卢芳建议， 日常多食清粥小菜
清清肠胃， 养成清淡饮食的好
习惯， 有利身体健康。

过食生冷 卢芳认为， 过
食生冷食物会让肠胃消化吸
收功能停滞， 给外邪创造入
侵机会。 他建议在烹调时最
好加入葱、 姜来减弱蔬菜的
寒凉性质。

喝大酒 目前有很多人喜
好聚会、 聚餐， 三五好友凑
到一起就喝一场 “大酒”， 而
过量饮酒正是加重 “湿毒 ”
的关键因素。 卢芳认为， 酒
助湿邪， 所以酒要少碰， 更
不能借酒浇愁。

久坐、 运动少 久坐会使
人的脑供血不足， 导致脑供

氧和营养物质减少， 加重乏
力 、 失眠 、 记忆力下降等 ，
还会引发全身肌肉酸痛、 脖
子僵硬和头疼、 头晕。

运动少的人常会出现身
体沉重、 四肢无力等湿气大
的表现。 越是不爱运动， 体
内淤积的湿气就越多， 久而
久之， 身体还可能出现疾病。
卢芳建议， 四季都要坚持体
育锻炼， 通过运动达到养筋
健肾、 舒筋活络、 畅通气脉、
增强自身抵抗力， 从而达到
强肾健体目的。

此外， 卢芳认为， 突然、
强烈或长期持久的不良情志
刺激， 超过人体心理承受能
力和调节能力时， 会导致疾
病的发生， 而生气则是我们
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过激情
绪。 卢芳说， 养生首先需要
我们力戒怒气。 人的一生不
可能完全顺风顺水， 当你遇
到困境、 挫折的时候， 要注
意控制自己的情绪， 努力以
乐观的情绪去面对 。 在现实
生活中 ， 保持 “恬淡虚无 ”
的心态说起来简单， 但真正
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卢芳
说其实调节情志是有窍门的：

提倡修炼静功 卢芳认为
人的精神心理修养， 要在静守
中去体验， 通过调心、 入静，
或静坐， 或站桩， 总以清心入
静， 排除杂念， 一心体会体内
气血运行的变化， 久而久之，
则真气充沛， 五脏安和， 形神
健旺， 自会长寿。

培养“知足常乐” 的生
活态度 要 “比上不足， 比下
有余”， 这样可以得到生活和
心理上的满足， 从根源上减
少发怒情绪。

培养幽默风趣感 幽默的
直接效果是产生笑意、 缓解
紧张气氛， 自然可以减少发
怒情绪， 甚至还能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我们快速摆脱困境。

孙奇

卢芳， 男， 汉族， 中共党员， 1939 年 6 月生， 哈尔
滨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196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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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龙江省名中医。 他善于治疗疑难病， 30 年前就运用辨证
与辨病结合的治疗理念， 还在国内首倡“脾胰同治” 法
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该方法的提出为中医治疗糖尿
病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防湿邪、不生气

下肢静脉曲张多是由于长久站立
工作， 致使血液循环障碍而使大隐或
小隐静脉扩张、 伸长和弯曲， 患肢浮
肿、 压之可陷的血管性皮肤病。 此病
多见于中老年男性。 患者平时不妨做
一些健身运动， 进行自我锻炼， 对改
善症状和控制病情发展颇为有益。

按摩小腿 （1） 患者坐于床边或
椅子上， 将双腿架在另一张矮凳上，
先按摩左腿， 将左右手掌贴于小腿内
外侧， 从膝盖开始， 双掌夹住小腿往
下推， 推至踝下再往回拉， 如此推拉
反复按摩 100 次， 然后换右腿按摩。
（2） 将四指并拢， 拇指分开， 用手掌
平推小腿血管曲张部位， 来回反复推
摩 30 次。 （3） 用手捏住患腿的五个
脚趾， 分别按捏 30 次。 （4） 用手掌
按摩足底部 （以涌泉穴为中心）， 双
足可交替进行， 每次按摩 100 下。

踢腿运动 （1） 取站立姿势 ，
两手叉腰或扶栏杆， 先用左腿向前
踢， 继用右腿向前踢， 交替各 16 次。
（2） 取站立姿势， 左腿屈起向上抬，
并用双手向前抱膝， 接着右腿屈起向
上抬， 动作如前， 各 16 次。 为安全
起见活动时可靠墙站立。

甩腿运动 （1） 站立， 双腿并
拢， 双手扶椅背， 用脚尖支撑身体，
两脚交替上下踏动 16 次。 （2） 站立，
双手扶椅背， 右足独立， 左腿抬起，
向前后做大幅度摆动。 先向前后甩，
再向左右甩， 各 16 次。 换足同前法。

以上动作早晚各做一次。 此外，
站立时遇有空闲， 即可进行踏足运
动。 将足掌前部贴地， 后半部离地，
反复抬起放下， 次数可以不限。 此法
有助于足部血液回流。

隋欣媛

静脉曲张的
自我锻炼法

好人缘
健康长寿的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