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里面的
骨质会逐渐流失， 骨头会越来越脆， 在体
力充足的前提下， 老人适当锻炼靠墙下
蹲、 弓步下蹲、 平板支持等腰部、 下肢的
力量锻炼， 有助于保持骨骼的密度， 预防
运动损伤及骨质疏松的发生。

靠墙静蹲 背靠墙壁， 大腿平行地面，
小腿垂直地面， 保持不动， 从 20秒开始， 循
序渐进到 2分钟。 如果感觉难度太大， 可以
将身体适当上移， 但应保持小腿与地面垂直。

弓步下蹲 身体站直， 一只脚向前跨
出一步下蹲， 然后收脚站立。 两脚交替，
各做 10~15 次。 弓步下蹲时膝盖不能往内
扣， 腰背要挺直， 目视前方。

平板支撑 身体挺直， 用两个胳膊肘
和脚尖支撑身体。 保持不动， 从 20 秒开
始， 循序渐进到 2 分钟。

胡翔医师

从理疗学角度讲， 热水洗脚， 即足
浴， 就是一种浸浴疗法， 是根据经络学
说， 通过热水薰蒸、 浸泡、 洗浴， 使双
脚的反射区得到良性刺激， 使各器官、
部位的气血运行得以畅通， 功能相应增
强， 从而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具有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的功效。

下面介绍有关足浴的具体方法：
【开水薰蒸法】

①将开水倒入桶或盆内， 桶或盆的
高度最好在 30 厘米左右， 以便使热气
得到更长久的蒸发。

②为使热气不至于很快散尽， 可用
一个塑料袋， 袋底开两个口， 双脚从袋
口插入， 袋口向下盖住桶或盆口。

③找一个结实木架， 放在桶或盆
内， 略高于水面， 用于放置双脚， 然后
让双脚及小腿被热气蒸熏 20~30 分钟。

④待水温下降后， 将木架取出， 双
脚浸泡在水中搓洗， 直至水温渐凉为止。

⑤在蒸洗中， 可边蒸洗边用双脚相
互搓压， 也可用手对双脚进行擦揉。

【热水浸泡法】
①泡脚桶与蒸脚桶大致相同， 水温

一般维持在 40℃~50℃， 为保持水温，
应随时加入热水， 水量应该超过踝关
节， 时间以 20~30 分钟为宜。

②在泡脚的同时， 用手缓慢 、 连
贯、 轻松地按摩双脚， 先按摩脚背， 后
按摩脚心， 直至发热为止。 这样， 能使
局部血管扩张， 末梢神经兴奋， 血液循
环加快， 新陈代谢增强。 如能长期坚持，
不仅有保健作用， 还对神经衰弱引起的
头晕、 失眠、 多梦等症状有较好的疗效。

【药物足浴】
在家里进行足浴时， 可加入一些简单

的辅料， 如盐、 姜、 醋、 小辣椒、 艾叶等。
①加入盐， 可使感冒症状减轻， 加

快痊愈， 用量为每 1000 克水加 15 克盐。
②姜有散热、 止痛、 止吐、 温胃、 杀

菌等作用， 类风湿性关节炎、 高血压患者
适用， 用量为每 1000克水加生姜 50克。

③醋有杀菌、 软化血管的作用， 还
能降血脂， 骨质增生患者、 高血压患
者、 高脂血症患者可以选用， 用量为每
1000 克水加入 30 克醋。

④小辣椒有杀菌、 活血作用， 冻疮
患者可以一试。

【注意事项】
①进行足浴时， 要注意避免烫伤，

最好事先了解一些足部反射区位置的知
识， 以便根据穴位进行针对性按摩刺激。

②足浴应在饭后 1 小时进行， 足浴
结束后半小时应喝 300~500 毫升温开水。

③精神病患者、 下肢感觉迟钝者应
慎用足浴方法。

④如果在蒸熏双脚过程中出现头晕
等不适症状， 应提前结束。

王同翠

足部保健操是让足踝
部和肌腱得到平衡的一种
锻炼， 能打通下肢的经络
和气血， 缓解足部的衰老。

足背屈 坐下， 双腿抬
起与身体呈 90 度， 膝盖绷
直 ， 有种酸胀的感觉 ， 坚
持 10 秒以上， 放下。

足内旋 坐下， 双腿抬
起与身体呈 90 度， 膝盖绷
直， 两个脚尖并在一起， 行
内八字， 两侧韧带会有种牵
拉感， 至少坚持 5 秒以上。

足外旋 坐下， 双腿抬
起与身体呈 90 度， 膝盖绷
直， 两个脚跟并在一起， 做
外八字， 后边会有一种很勒
的感觉， 感到酸胀为宜。

对足跟 脚跟对脚跟成

为 “一” 字， 尽量让大腿
往外撇 ， 做的时候身体不
能往前弯， 要挺起胸膛， 坚
持 5~10 秒。

摇摆 起身， 把腿打开
与肩同宽或比肩稍宽点， 站
直， 把重力放到前脚掌上，
抬起脚后跟 ， 先往右边 ，
然后脚后跟放下， 左腿放
松， 把所有重力放在右腿
上， 刺激足部经脉， 动作要
慢， 可以扶着椅子做。

提踵颤足 双脚与肩同
宽， 脚尖朝前， 挺胸收腹，
小腿绷直站立， 吸气 ， 慢
慢抬脚后跟， 绷紧小腿肌
肉， 快速放下， 用足跟敲
打地面。

郑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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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现在生活条件变好了， 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关注起养生。 因此， 在
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知道如何调
理身体， 了解五脏最怕什么。

肝脏怕胖 肥胖容易引起脂
肪肝， 严重者会引发肝纤维化，
继而发展为肝硬化 、 肝癌 。 所
以 ， 人们应避免多吃油腻的食
物。 因为这些食物难以消化， 会
加重胃肠道负担 ， 诱使肝炎发
作， 还会使难以分解的脂肪在肝
脏内堆积 ， 演变为脂肪肝 。 因
此， 应该均衡饮食， 少吃油腻、
煎炸的食物， 每天保证 6~8 个小
时的睡眠， 戒除熬夜等陋习。 限
制饮酒量， 提高健康意识， 不要
拿生命开玩笑。

心脏怕累 过度劳累是心脏的
头号天敌。 心源性猝死不是一时造
成的， 长期作息不规律， 以及压力
过大、 抑郁或情绪波动、 肥胖、
大量抽烟喝酒等， 都可能引发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 导致
血栓形成等急性病变或出现急性
心肌缺血， 从而发生猝死。 因此，
对心脏来说， 健康的生活方式无比
重要。 每天应保证充足的睡眠时
间和良好的心态、 饮食宜清淡、
戒烟限酒、 适量运动。 不得不熬
夜时， 要定时起身运动， 熬夜后
注意补充果蔬、 蛋白质。 有心血
管病危险因素的人群， 要坚持规
范用药， 定期体检及做心脏专项
检查， 30~45 岁的人群每年最好做
1次， 45岁以上者每年 2次。

胃怕生冷 对于我们的胃来
说， “冷” 是最难以接受的。 因

为一旦胃部受到了寒冷的刺激，
很容易引起胃部痉挛、 绞痛、 腹
泻等不适症状。 在天气炎热的季
节， 很多人喜欢吃一些冷的东西
来解暑降温， 虽然当时感到了一
丝的凉爽， 殊不知自己的胃却遭
殃了， 冷的食物进入胃部， 会使
胃部的血管快速收缩， 血量就会
减少， 导致消化功能不协调， 从
而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 因此，
要想让胃舒服， 就要尽量 “讨好”
它。 除了保证三餐规律、 每餐八
分饱、 细嚼慢咽等健康的饮食习
惯外， 还要注意保证营养均衡。

肺怕差环境 肺对环境的要
求很高 ， 清新的空气是它的最
爱。 在尾气密集、 烟味弥漫的环
境内待太久， 肺就会提出抗议。
肺本身有一套很完善的自净体
系， 即使是直径小于 2 微米的颗
粒也会被吸入， 被肺泡的巨噬细
胞吞噬， 并最终经呼吸道随痰排
出体外。 但如果持续大量吸入颗
粒物， 肺这道防御屏障就会慢慢
变得脆弱。 养肺最好的一招就是
积极补水 。 每天主动喝 6~8 杯
水， 其中晨起一杯水最为重要，
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 排尿、 皮
肤蒸发及口鼻呼吸等， 已使不少
水分流失， 人体已经处于缺水状
态， 小支气管内的痰液已变得黏
稠不易咳出， 清晨饮水可缓解呼
吸道缺水情况。 另外， 戒烟很关

键， 烟性属 “火”， 最易灼伤肺
之津液。 早上起床后可找一处空
气清新的地方做做深呼吸。 饮食
上， 多吃些富含维生素的果蔬，
多吃些滋阴清热的食物， 如银耳
和秋梨。 中医更有 “常笑宣肺”
一说， 笑能让人心气平和， 对肺
好处多多。 最后， 雾霾天一定不
能大意， 坚持佩戴口罩出门。

肾脏怕熬夜和憋尿 熬夜会
损伤肾脏， 因而一些长期熬夜、
工作压力大、 爱喝浓茶和咖啡的
人， 肾脏很容易出问题。 工作、
学习一忙起来， 很多人都出现过
憋尿情况， 其实对身体健康危害
很大。 尿液在膀胱内停留时间过
长会繁殖细菌， 细菌会经输尿管
逆行到肾， 导致尿路感染和肾盂
肾炎。 这类感染一旦反复发作，
会引发慢性感染， 不易治愈。 因
此要注意休息， 若出现一些症状，
如长期贫血、 腰痛等， 应及早就
医。 另外， 不管有无尿意， 都应
增加排尿次数， 最科学的做法是
每小时排 1 次尿。

想要身体健康， 就得注意休
息， 好的睡眠质量能够帮助我们
健康养生。 在平时的时候， 多喝
水， 不要熬夜和憋尿。 对于五脏
六腑来说， 任何一个器官出现异
常， 那么我们的身体健康都会受
到影响， 养生就成为一句空话。

张正修

养五脏益处多

老人适当静蹲
可防骨质疏松

足部保健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