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老年后， 牙齿不如年轻
时牢固， 这时候牙齿的护理就
显得更为重要了。 有很多老人
对牙齿护理工作存在几大误区。

牙齿松动脱落防也无用， 治
也无益 事实上， 大多数老年人
的牙齿松动脱落是因牙周病 、
根面龋、 骨质疏松等疾病引起
的， 只要这些疾病得到预防和
治疗， 就会延长牙齿的寿命。

牙越磨越结实， 啃点硬东西
没关系 牙齿磨损严重， 会造成
牙齿向前移位或脸形改变 ， 并
因长期不当咬合而引发颞鄂关
节疼痛， 过度磨损还会破坏牙

外层包的珐琅质， 所以老年人的牙齿应
特别避免磨损。

只要漱口不需要刷牙 不少高龄老
年人没有刷牙习惯， 尤其农村的老年人
更多见， 其实， 正确的刷牙既有牙刷的
机械刷洗作用， 又有牙膏的化学去污和
消毒杀菌作用， 可有效防止菌斑和牙结
石的形成。

只要坚持刷牙， 就没必要洗牙 刷牙
并不能完全代替洗牙， 饮食或在牙面上
留下痕迹， 经细菌作用形成牙菌斑， 每
天早晚刷牙只能去除大部分菌斑和软垢，
还有少量的菌斑通过日积月累形成了牙
结石， 而牙结石只能通过洗牙来去除。

黄伟杰

周一上班， 单位一位年
近 50 岁的大姐， 在黑色小西
服的里面， 穿了一款粉色的衬
衣， 立刻有眼尖的年轻人， 笑
着说： “喜欢粉色， 果然是中
年少女心呀！” 大姐也不恼，
不紧不慢地说： “我从小就偏
爱粉色， 如今虽然不再是青
春少女， 但你们难道没觉得，
在沉闷的黑色里面加一点粉，
其实特别靓丽吗？”

“靓啊， 你是我们心中
最靓的女神！” 大家一起笑
了起来。 说实话， 这位大姐
本来肤色很白， 一件小小的
粉色衬衣让她减龄不少。 其
实， 她日常的衣着打扮， 一
直可以用 “惊艳” 两个字来
形容， 因为不管当季流行什
么样的女装， 她总是敢于大
胆尝试， 用她自己的话来形
容 ： “谁不是一天天在变
老？ 关键是不要怕老， 更不
能被老打败， 人老心不老，
生活才精彩！”

我有一位朋友， 多年前
大学毕业， 在某地一家电台

当播音员， 是一档情感热线
栏目的主持人， 深受读者喜
爱。 谁也没想到， 就在 1 年
前， 43 岁的她突然辞职了。
我得知消息时， 她已经在郊
区成了一个快乐的 “农夫”，
她在电话里笑声朗朗： “你
也知道， 我的梦想一直是画
画， 当播音员虽然让我收获
了很多， 但是内心的渴望一
直蠢蠢欲动。 如今孩子已经
上大学了， 老公事业稳定，
我可以种菜种花， 画画喝茶，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看她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
长发如瀑布一样披在脑后，
在阳光灿烂的午后置身于金
黄色的油菜花丛中， 手握画
笔认真作画， 眼神像少女一
样清澈而明媚……

人生短暂， 每个人都会
老， 女人尤其害怕衰老。 害
怕衰老， 但不服老， 拥有少
女心， 对世界充满好奇， 乐
于接受新鲜事物， 是一种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张军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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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我的养生经

91 岁的马传东是浙江省温
岭市新河镇人， 他平时身体不算
好， 身患多种慢性病， 心脏也
是靠起搏器维持运作。 然而， 他
天生是个乐天派， 喜欢做事情，
分报纸、 编小报、 猜灯谜， 样样
在行， 每天把日子过得很充实。

马传东喜欢看报纸， 经常
特地跑到当地邮局看报。 多年
下来， 邮局里许多人成了他的
好朋友。 “我常常看到邮局的
送报员忙着给报纸归类、 整理、
发送， 于是， 我也帮他们整理
报纸、 分报纸。” 马传东说。

1980 年 ， 马传东退休后 ，
更是把义务分报当成了自己的
“工作”。 无论刮风下雨， 每个工
作日的早上 6 点钟， 总能在新河
邮局看到他的身影。 马传东说，
分报纸不是困难的事， 自己喜欢
读报， 做起来很快， 每天早上 1
个小时就能完成。 每一条线路以
及每条线路的报纸数量， 马传东
都熟记于心。 邮局的领导换了好
几任， 邮递员也不知道换了几
位， 马传东却仍是邮局里最忠实
的 “员工”， 这一干就是 48 年。

热爱看书读报的马传东也热
爱传播文化， 他喜欢与更多的人
分享知识。 在新河中学其他退休
教师眼里， 马传东是个 “总编”。
新河中学有个退教分会， 老同事

相互分享知识， 充实
大家的生活。 从 2005
年开始， 马传东主动
搜集一些老年人喜闻
乐见的文章， 包括新
河当地的新闻、 历史
知识、 养生保健、 人
文轶事 、 诗词歌赋
等， 制作成小报分发
给 50 多个老同事。

“有些文章我看
了很喜欢， 就去学校
里复印出来， 编进小
报里。 他们看了也都
说好， 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问
起报纸的反响， 马传东乐呵呵地
说。 马传东尤其喜欢编写智力
杂志， 茶具迷宫、 汉字换数字、
猜成语、 趣味填数等智力问题，
常常荣登小报头版。 因为内容
越来越丰富， 小报也从最初的 4
版， 拓展到如今的 32 版。

编报之余， 马传东还喜欢
给杂志投稿。 台州市委老干部
局主编的 《第二青春》 曾刊登
了他的文章 《“和 ” 字浅说 》，
从 “建设和谐村居”， 到 “和”
字漫谈， 引经据典， 显示了他
多年来的勤奋多思和博学多才。

马传东还有个最大的爱好
就是猜灯谜， 新河镇里元宵出
的灯谜， 都曾让他搜集和出谜。

令马传东激动的是， 还有朋友
专门为他做了谜语。 “千里寄
书只为主”， 谜底正是他的名字
“马传东”。 “千里为马， 寄书为
传， 主人为东。” 马传东说道。

退休之后， 马传东还给自
己制订了 “三不原则”， 即 “不
闲， 脑、 手、 脚都不闲着； 不
气 ， 不对人对事动气 ； 不孤 ，
以前与妻子相伴， 妻子去世后，
就与书籍为伴。”

【达人之“达” 理】 分报与
猜灯谜需要脑力与眼力并用， 马
传东一直不停地用脑， 既锻炼了
思维， 又活跃了大脑。 马传东虽
然身体底子不算太好， 但他的
“三不” 原则对身心都有利。

吕若琦 文/图

长寿并非由某单一因素所决定， 与
遗传、 环境、 饮食等诸多因素都密切相
关。 然而， 我国老年医学专家通过对数
百名长寿老人的血液进行分析发现， 90
岁以上老人的血清胆固醇 （含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 白蛋白及白、 球蛋白比
值与寿命有较密切关系， 并且可将它们
作为老化度观察指标。

其一为血脂值 研究者通过对 100
例长寿老人 16 年纵向研究 （全部死亡）
及 150 例福利院老人 20 多年纵向观察
（死亡 146 例） 综合分析发现： 血脂与
老化及寿命有一定关系。 凡胆固醇值偏
低 （3.8 毫摩尔/升以下） 者多在观察期
间的头 5 年死亡， 而胆固醇偏正常值上
限 （5.0 摩尔/升以上 ） 者则耐老而长
寿， 进入 100 岁的 11 例胆固醇均值为
5.4 摩尔/升 。 另一项研究也表明 ， 在
344 例 90~109 岁长寿老人中 ， 在第 5
观察年度进行 100 岁的 16 例中， 胆固
醇均值为 5.03 摩尔/升。

其二是血清白蛋白及白蛋白、 球蛋
白比值 研究发现， 对 100 例长寿老人
16 年纵向观察初期， 血清白蛋白均值
为 38.4 克/升， 9 年后仅剩下 4 例， 白
蛋白均值为 41.7 克/升， 基本保持 9 年
前 （42.0 克/升， 高于其余 96 例均值）
水平， 其后该 4 例逾 100 岁； 在对 344
例长寿老人的 5 年纵向观察中， 有 16
人进入 100 岁， 这些百岁老人的血清总
蛋白是 64.6 克/升、 白蛋白为 41.6 克/
升及白、 球蛋白比值为 1.81:1， 均高于
其他 328 例的同项目测定的均值。 研究
者认为， 血清白蛋白及白、 球蛋白比值
在正常值上限， 应视为长寿征兆。 相
反， 血清白蛋白值低， 特别是白、 球蛋
白比值倒置者则寿命较短。

王嵩

跌倒是老年人常见的生活意外， 也
是老年人骨折的主要原因。 据调查， 跌
倒时的动作 ， 步行中最多 ， 占 60 %。
在跌倒类型中 ， 绊倒比滑倒多 ， 占
40%。 一般认为， 跌倒是随年龄增加腰
腿软弱引起， 但实际是使脚尖提起的小
腿肌肉变弱， 脚尖提不高所致。

预防老人跌倒操， 有两种， 一种是
改善老年人弱点的跌倒预防运动， 很简
单， 为站立式。 即以一定的节奏踏步，
同时配合前、 后、 左、 右的指示， 只移
动一步， 然后返回到原来的位置， 再重
复进行这一动作。 其难易度可以调节，
也可作为大脑的训练。

另一种为坐式， 方法如下： ①双脚
并在一起， 保持一致， 先以脚后跟为
轴， 脚尖升降； 然后， 以脚尖为轴， 脚
后跟升降； ②提高单脚， 脚踝前面弯曲
（背伸）， 挤压似地伸展膝关节， 脚伸直
弯曲， 然后放下伸出的膝关节； ③双膝
轻轻并在一起， 提高双脚， 双小腿向外
分开， 脚尖向外打开， 然后向内关闭；
④单脚抬起， 膝盖向胸口的方向牵引，
然后放松动作， 反复 3 遍， 落脚。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宁蔚夏

关注两个长寿指标

退休“总编”马传东

图为马传东在编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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