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要说

发表在 《斯堪的纳维亚运动医学和科
学》 期刊上的一项新研究称， 通过对 16
种不同运动影响老年女性日常生活失能
风险所进行的分析发现， 跳舞最能降低
老年女性日常生活发生失能的风险。

日本东京都市老年学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对 1003 名仍有日常生活能力的日本社
区老年女性进行了研究。 研究人员以面
对面的方式访谈这群女性是否参与 16 种
运动类型中的任何一种。 该项研究把日
常生活失能定义为需要依赖他人才能步
行、 进食、 洗澡、 穿衣或上厕所其中之
一的日常活动。 他们对这群女性跟踪研
究了 8 年， 研究期间共有 130 名参与者
（13%） 有日常生活失能的情形。

研究结果显示， 跳舞女性日常生活失
能的风险比没跳舞的女性明显低 73%， 而
其他运动类型与日常生活失能风险之间却没
有明显关联。 研究人员指出， 目前还不清
楚为何只有跳舞能减少日常生活失能的风
险， 不过跳舞不仅需要平衡、 力量和耐力，
还需要认知能力， 如随着音乐和伴侣起舞
的适应力和专注力。 因此， 这些不同的元
素可能是舞蹈在保持日常生活能力的优势。

方留民

养生第一要诀是“养心”
对于养生， 邓老一直认

同“大德者方得其寿” 的观
点， 认为养生的第一要诀是
“养心”， 养心又要先养德。
吃什么、 煲什么汤倒在其次。

邓老曾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 很多人一提到养
生， 只关注吃什么。 其实，
养生第一条要先养心， 养心
要先养德， 道德是做人的底
线， 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
谐。 社会和谐了， 你自己是
最先受益的一个。 不要成天
想占便宜怕吃亏， 占不到便
宜、 吃了点亏就心里难受，
更不要为了占人便宜干缺德
事。 缺德者不会长寿， 也不
应长寿。

【养生提要】 唐代名医
孙思邈在 《千金要方》 中教
诲世人： “夫养性者， 性自
为善……性既自善， 内外百
病皆悉不生， 祸乱灾害亦无
由作， 此养性之大径也。” 孙
思邈还曾言： “德行不克，
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也
就是说， 不讲究品德修养，
即便服用灵丹琼浆， 对延年
益寿也无济于事 。 由此可
见， 做慈善、 为仁者具备了
长寿最根本的素质。

心理是否健康对人的健
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道
德感是人的一种社会性高级
情感， 自我道德感的满足缓
解了情感矛盾， 减少了心理
冲突， 并通过大脑皮层， 又
给生理机制带来良性影响，
从而有益于人的健康， 有助

于延年益寿。

每天练习“八段锦”
邓老认为， 在精神养生

这个基础上， 平时还要注意
饮食起居， 坚持运动。 邓老
每天早上都有打八段锦的健
身习惯， 只需十几分钟就练
完。 邓老年少时在南武中学
读书学过拳， 后来， 他觉得
八段锦简单易学， 又不受场
地、 天气的限制， 很方便，
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

【养生提要】 南京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治未病中心运
动保健门诊李靖教授介绍
说， “八段锦” 源于古代导
引术， 最早记载可追溯到东
晋名医葛洪的 《神仙传 》 ，
具体成型于宋代。 八段锦以
中医理论为基础， 通过 “调
身” “调息” “调心” 等手
段， 可以疏通人体经络， 调
节脏腑机能， 改善人们的不
良心理状态， 保证人体气血
畅通， 达到强健机体、 防病
治病、 延年益寿的目的。

八段锦有坐 、 立 、 静 、
动之分。 目前练习最多、 流
传最广的是动功八段锦套路。
八段锦由八节动作组成， 八
节动作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
联， 每一节锻炼的侧重点亦
不同。 八段锦动作慢而绵缓，
讲究调心、 调息、 调身三调
合一； 另外有诸多伸展性动
作， 可以达到 “骨正筋柔，
气血以流” 的目的。

天人合一 “采阳”养生
天气晴朗， 尤其是阳

光充足的日子里， 邓老经

常会在午间下楼围着小区
空地慢慢踱步， 走上 10 来
圈至身上微微出汗、 浑身
温暖舒坦才回家。 他称这
种方法为“午间散步采阳
养生法”。

【养生提要】 从中医的
角度来看， 中午是一天中自
然界阳气最盛的时候， 人体
内的阳气跟自然界一样达到
相对旺盛的状态 ， 选择这
个时候边晒太阳边散散步，
可以进一步提升体内的阳
气， 从而起到采阳的作用。

《黄帝内经 》 中记载 ：
“阳者卫外而为固也”。 这是
指人体有抵御外邪的能力，
这种能力就是阳气 。 人的
阳气 ， 要调和才能巩固它
的防护功能 ， 不然就会招
致病邪的侵入。

人体的前为阴 ， 后为
阳， 因此晒后背能起到补阳
气的作用。 晒晒后背， 就是
晒背后的阳脉之海———督脉
和足太阳膀胱经， 有助于驱
除脏腑尤其是脾胃的寒气，
有助改善消化功能。 可以适
当晒晒肚脐周围， 这是神阙
穴所在之处， 有利于养阳。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治未病中心失眠门诊杨晓辉
主治中医师提醒大家， 午间
散步晒太阳不是说就不午休
了， 一般午休半个小时左右
就比较充足了， 可把剩余的
时间安排散步晒太阳， 注意
是边走变晒， 而不是一动不
动地站在太阳底下晒。 散步
晒太阳以体感舒适为度。

杨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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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 《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 》 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 这部
《条例》 引人关注之处在于其明确规定了
“已成年且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赡养人要求老
年人给予经济资助的， 老年人有权拒绝”，
此规定被媒体解读为 “立法禁止啃老”。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 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和制度尚不完善 ，
侵害老年人人身、 财产、 婚姻、 住房等
合法权益的问题仍有发生 。 新修订的
《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强化了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的责任， 明确家
庭赡养的义务和责任， 不得推诿、 逃避，
家庭成员应当尊重、 关心和照料老年人，
支持、 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同时，
加强老年人财产权益保护， 禁止强行索
取、 克扣老年人财物， 明确老年人有权拒
绝 “啃老”， 禁止老年人子女或其他亲属
侵占、 擅自处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但社会上 “啃
老” 的情况还是时常发生， 有的子女明明自
己有钱， 还千方百计地啃老； 有的在老人
还活着的时候， 就把老人的财产分光， 导
致老人连一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 有的由
于老人不肯让子女 “啃”， 而被子女虐待。

立法向 “啃老” 说不， 河北的此番规
定在全国并非首例。 在地方立法中， 江
苏省早在 2011 年就有类似规定， 此后吉
林、 浙江、 山东等地也出台过类似的条
例。 这些 《条例》， 实际上是对 《老年权
益保护法》 等法律的具体化。 河北省的这
部 《条例》 保护了老年人的合法财产权
益， 体现了依法治国的需要， 彰显了社
会的公正与公平， 可以让更多的子女不
再啃老， 而是更加敬老， 尽好子女的义
务和责任， 也使子女自食其力。

胡建兵

老年女性跳舞
有助于预防生活失能

据广州媒体报道，
首届国医大师、 104 岁
的邓铁涛教授于 2019年
1月 10日晨去世。

作为年过百岁的国
医大师， 邓铁涛教授用
经历证明了中医经典著
作 《黄帝内经》 中所言
的“人尽其天年， 度百
岁乃去” 不是传说。 很
多人都想知道邓老的养
生长寿方法， 这里我们
做一个精炼的总结， 供
大家学习， 也以此追思
这位中医界的泰斗。

尽其天年
百岁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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