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养生经

■顺时养生

他玩的 “康乐球”， 不是在台
桌上打的那种球， 而是可在手掌
里转动的铁球。 “它给了我健康，
也给了我欢乐 ， 所以我称它为
‘康乐球’” 。 95 岁的离休老人张
明对笔者说。

张明是个工农干部， 劳动曾是
他的强项。 人民公社时， 下湖荡取
肥， 一罱子河泥， 两只手轻轻一抓
就上了船。 30 多年前， 刚离休不
久， 因坐办公室久了， 一度两个膀
子发麻， 有一只手还有点抖， 筷子
也不大抓得住。 “不好， 心脑血管
出问题了！” 张老担心的事随后在
医院得到了证实。

听人说多活动手掌有好处 ，
于是张老跟邻居要了些球磨机里
的铁弹子。 开始他玩的铁球每只
就如真的康乐球一般大， 逐步越
玩越大 ， 而今只只都像大铅球 ，
每只重 1.5 千克 ， 一个手掌握 3
只， 就是 4.5 千克， 两只手 6 只，
共计 9 千克。 球在手掌里正反转
动自如， 一两个小时手腕和膀子
一点不酸， 谈笑风生， 快乐悠悠。

后来， 他住到儿子家， 附近的公
园、 广场更给了他 “施展” 的好
空间。 小游园百米长的跑道， 他
每早至少跑 10 圈 。 然后 ， 还要
去吊吊环、 蹲蹲腿、 做做俯卧撑
等。

他玩的 “康乐球”， 常人的手
一般握一只就满掌了， 而他两只
手 6 只球， 玩得轻盈盈。 每当他
玩 “康乐球” 时， 人们往往像看
“西洋镜” 一样围着啧啧夸赞， 他
听了， 精神头儿自然更足。

这铁球还真是个 “康乐球”，
张老自从练上它， 几个月后手就
不抖、 膀子也不麻了。 而今红光
满面、 腰不驼、 眼不花、 耳不聋、
走起路来连年轻人都赶不上， 心
脏还特别好， 扛 25 公斤的米上 5
楼一点不喘。

古人有语： 十指连心。 人的每
一根手指都有经络， 经过四肢通到
脑袋再传到心脏去， 手掌、 手指通
过铁球不断运动， 对加速血液循
环、 保护心脑血管无疑大有好处。

王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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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患严重高血压、 冠心病、 支
气管炎等疾病的老人不宜跑步。
因为这些病人在跑步时， 机体耗
氧量会增加， 易导致机体缺氧，
诱发心肌梗塞或脑血管意外。

患有隐匿性疾病的老年人不
宜跑步。 因为跑步有可能触及、
诱发潜在的疾病， 例如有的老人
患有胆结石病， 可从未发过病，
即使慢跑， 也有可能使位于胆囊
底部的结石震落到胆囊颈部而引
起绞痛。

体形较胖的老年妇女骨骼
变脆 ， 肌肉韧带变硬 ， 若跑步
锻炼 ， 易致肌肉 、 肌腱 、 韧带
损伤。

总体而言， 男性 60 岁以上，
女性 50 岁以上， 不宜常练跑步，
以练太极拳、 气功或体操为宜。

聂勇

气温逐渐下降。 “降温下雨”
这对关节病患者来说影响还挺大，
不少患者此前已经 “预感 ” 天气
变化， 他们的预感来源于关节疼
痛加剧。 疼痛科专家称 ， 关节病
患者在冬季尤须注意保暖， 同时，
在合适的环境下多运动 ， 增加抗
病能力。

为什么天气湿冷时 ， 关节病
的病情会加剧呢 ？ 这是因为风湿
关节痛患者的外周血管舒张和收
缩机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
导致应激能力降低。

一般来说， 人体正常组织在外
界空气温度从 30℃骤降至 15℃时，
即产生疼痛。 如果降温逐渐进行，
正常人不会感到疼痛 ， 但风湿痛
的病人由于血管的应激能力降低，
局部血液循环不良 ， 继而发生慢
性疼痛。

此外 ， 天气骤变或持续恶劣
天气对人的精神和情绪可以产生
负面影响。 许多疼痛 （尤其是慢
性疼痛） 病人伴有情绪变化 ， 如
焦虑、 抑郁 、 乏力 、 困倦 、 记忆
力减退， 而天气变化时往往使这
类症状加剧， 必然也会使疼痛症
状恶化。

预防首要是保暖， 关注天气变
化， 及时添衣， 切勿 “要风度不要
温度”， 有关节疼痛的患者更要注
意关节部位的保暖。 此外， 还应加
强户外活动及体育锻炼， 这可使人
体拥有较好的环境适应能力， 耐受
气温的变化， 这样就可使机体增加
抵御不良自然环境的能力， 从而增
强人体健康和适应能力。

谭萍

凡有颈肩痛的人 ， 最常见的
姿态是含胸驼背 、 颈前伸 。 这个
姿势会导致颈肩肌群 、 肩背肌群
疼痛， 导致肌群不平衡 。 想缓解
颈肩痛， 请你经常学做下面几个
字母操：

字母 M 式 上臂水平， 肘弯曲
90 度， 两肩胛骨需夹紧， 要有一
种肩胛骨能夹紧一根铅笔的感觉；
然后从上缓慢向下到最大幅度， 越
慢会越有效果。

字母 W 式 上举上臂如投降
状， 要有肩胛骨能夹铅笔的感觉；
从起始姿势缓慢持续向上到最大幅
度。 如肩、 肘、 腕能贴着墙， 效果
更佳。

字母 L式 上臂放在腰部两侧，
要有肩胛骨能夹铅笔的感觉， 上臂
夹紧肋骨， 感觉双手像拉着一根绳
子似的， 缓慢拉开到最大幅度。

坐在椅子上做 ， 每个字母做
12 次， 做 3 遍， 就可以达到锻炼
效果。

郑玉平

三类老人
不宜跑步锻炼

学做字母操
缓解肩颈痛

传统医学， 把风、 寒、 暑、 湿、 燥、 火合称为“六淫”，
是使人罹患疾病的六大魔魁， 其中以风为“六淫之首”。

气象学把风分为 12 级， 依次为： 软风、 轻风、 微风、
和风、 清风、 强风、 疾风、 大风、 烈风、 狂风、 暴风、 飓
风。 低温潮湿的气流， 使人体热量的散发加大， 加快， 容易
受凉感冒。 我们在冬季锻炼时， 要注意风不练。

风不练， 雨练
雾不练， 雪练冬 练

风 据研究， 对人体影响最显
著的是温度， 但人体对冷热的舒适
感不能从单一的气温来衡量， 还需
考虑与气温有关的风速、 温度等气
象条件。 就拿风速来说， 比如气温
为-4℃， 风速为 33 公里/小时 （5
级和风 ） ， 近似的相当风寒温度
是-4℃－33×0.345≈-15℃ 。 也就
是说， 此时的人体要抵抗-15℃的
严寒， 而不是-4℃的轻寒。 这就
是风不练的缘由。

风不练， 雨却可以练。
雨 人们发现雨水下降时， 空

中激发出大量的阴离子。 空气中的
阴离子能使人的血压下降， 刺激造
血系统功能， 使异常的血液成分趋
于正常； 可改善肺的换气功能， 增
加氧的吸收量和二氧化碳的排出
量， 使呼吸及脉搏次数减少并变得
均匀； 可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
和抑制状态， 使人精神旺盛， 工作
效率大为提高。 人们在雨天锻炼，
被誉为 “雨水疗法”。

事实也是这样， 一场雨可洗涤
空气中的污染尘埃， 净化空气， 使
树木更青， 花草更艳， 这种青翠绿
叶， 沁人肺腑， 令人情安志逸。 这
就是提倡雨练的缘由。

与此同时， 冬季还要注意， 雾
不练， 雪可以练。

雾 冬晨， 晨霭沉沉， 貌似蒙
蒙细雨， 其实是晨雾。 我们知道，
白天工厂和汽车尾气排放的污染物
中， 有燃烧释放的一氧化碳， 人群
呼出的二氧化碳， 汽车排放的氮氧

化物、 烃氧化物、 硫化物等等， 待
到夜晚气温下降时， 这些废气都沉
降于近地面而不散去。 如晨时的相
对湿度在 80%以上， 便出现了雾， 这
些废气层上述各种有害有毒气体， 便
如数为雾粒所夹杂。 这时， 如果我
们在雾中锻炼， 就会大量吸入带有
污染的气体， 极易诱发或加重如气
管炎、 咽喉炎、 结膜炎等各种疾病，
得不偿失。 这就是雾不练的缘由。

雪 雪是空中雨中遇冷凝而下
降的冰花。 所以， 明白了雨练的道
理， 对雪练就毋须多言。 水滴在空
中凝聚， 污染物较雨更易附于雪花
上， 从而使空气更清新， 所激发产
生的阴离子更多。 所以， 一场雪后，
会感到空气格外新鲜、 清爽、 精神
为之振奋。 此时， 进行晨练对人体
健康极其有利。 当然， 雪后寒， 道
路滑， 雪练应注意防冻、 防滑、 防
跌， 这也是应该特别提醒的。

武凤香

“康乐球”
让他健康又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