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之后，从零开始学二
胡，在很多人看来太难了，但
司法局退休职工薛瑜却偏要试
一试。

今年74岁的薛瑜于2012年3
月报了老年大学二胡班，从此与
二胡结下不解之缘。由于年纪大
了，记忆力减退，加之没有基础，
起初薛瑜很难记住拉琴的姿势、
节奏、音准、手法等。可他并不灰

心，对自己提出“三心”要求：一
是虚心，即虚心向老师、同学请
教；二是信心，“世上无难事，只
怕有心人，二胡班同学对二胡艺
术的执着追求，也让我受到感
染”；三是恒心，即持之以恒，课
堂上做好学习笔记，课余时间勤
练习。

渐渐地，薛瑜琢磨出一些门
道，“拉二胡时要心无杂念，心里

要想着音乐节奏。哪些地方用拉
弓、推弓，在拉奏前就应全盘考
虑”。通过几年学琴，薛瑜受益匪
浅。“以往我的休闲方式就是看
看电视、报纸，而二胡为我的生
活增添了更多乐趣。二胡还扩展
了我的交际圈，我在外面拉琴
时，常有朋友围拢过来唱。”薛瑜
表示，“拉二胡还是一种自我保
健。我性格有些急躁，拉二胡不

仅能锻炼大脑，还能调整心态，
让人心胸开阔。拉琴时心无杂
念，一切烦恼都抛诸脑后。”

现在，拉二胡已经成为了薛
瑜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要练
两三个小时，即便到外地女儿家
探望，也不忘带上二胡，二胡已
成为了我心爱的伙伴。”薛瑜笑
呵呵地说。 据《快乐老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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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李先生问：我已年过
花甲，平时就很怕冷，随着气
温越来越低，我很担心，听别
人说，老年人很容易在寒冷环
境中遭遇低体温症，是否是这
样，该怎样预防呢？

答：低体温症是指人体温
低于 35℃ 并出现相应症状，
轻者表现为精神恍惚、头晕、
四肢发凉、寒战及语言不利索
等；重者表现为语言含糊不
清、表情淡漠、嗜睡、声音嘶
哑、皮肤厥冷、呼吸浅慢等。老
年人因为年龄的增长和组织
器官退行性改变，使得体温调
节机制不全，容易受到环境温
差的影响，可在持续的寒冷环
境中引发低体温症。所以，老
年人在寒冬腊月里预防低体
温症，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注意关好门窗，
保持室内温度在 20℃ 左右，
但每天要早晚各开窗通风 1
次，每次 20 分钟左右；

其次，保证足够热量供
应，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保证
充足的营养；

第三，尽量减少外出时
间，外出前做好充分防寒保暖
准备，穿厚衣服，戴上口罩、围
巾、手套和帽子等，喜欢运动
的人避免过早外出晨练，最好
等太阳出来后再运动。

据《大众卫生报》

冬季多晒太阳可以温煦体
内阳气、驱除寒气，每天晒太阳
30 分钟以上，还能强壮骨骼。晒
太阳有很多技巧，做对了养生效
果会事半功倍。

上午 6 点至 10 点晒脚踝

此时红外线比较强，紫外线
偏弱，室内温度逐渐攀升，比较
温和，适合晒足部。经过一夜的
休息，老人的血液循环不畅，热
量不易到达脚部，可能会引起脚
趾肿胀，增加冻伤几率。此时晒
太阳可以适当露出脚踝，对着太
阳晒晒脚底，不但能促进血液循
环，让踝关节活动自如，还能令
阳光直射足部穴位，促进机体代

谢功能，提升内脏器官活力。

上午 10 点至下午 4 点晒头顶

这段时间阳光最猛烈，特别
是中午 12 点至下午 4 点，紫外
线较强，如果长时间晒太阳会给
皮肤造成伤害。中医认为，头为
诸阳之首，五脏精华之血、六腑
清阳之气皆汇于头部，适合在中
午晒。老人可以在午饭后到室外
散步一刻钟，脱掉帽子，让阳光
温煦头顶百会穴，有助通畅百
脉、调补阳气的功效。

下午 4 点至 5 点晒后背

此时紫外线中的α光束较
强，是储备维生素 D 的最佳时

间，多晒太阳有助肠道内钙、磷
的吸收。人体背为阳，很多经脉
和穴位都在后背，傍晚晒背有助
于调理脏腑气血，温煦经络。晒的
时候，可将双手搓热后摩擦后背
的肾腧穴（位置与肚脐平，脊柱旁
开 1 .5 寸），有温肾助阳的作用。

需要提醒的是，冬季阳光中
的紫外线较弱，如果穿得太厚，
紫外线难以透过衣服到达皮
肤，起不到保健效果。晒太阳时
不要捂得太严，最好选择宽松、
柔软、红色的棉质衣服，因为红
色的辐射波能“吃掉”杀伤力较
强的短波紫外线。晒的时候不要
迎风，如果风大，可以在室内隔
着玻璃晒。 据《新民晚报》

老年患者输液时，由于血
管弹性差、皮肤表皮薄，易发
生漏针，使药物渗入皮下组
织，引起血肿，严重者可导致
局部组织坏死。

处理肿胀，穿刺过的血管
部位可用喜疗妥软膏少许外
揉 1-2 次，能改善患处血液循
环，治愈红肿。另外，用马铃薯
冷敷也能消肿：把新鲜马铃薯
洗净后切成 1-2mm 薄片，直接
敷于患处，30 分钟换一次，每
天敷 2-3 次。

据《东江时报》

如今随着手机的普及，患有
颈肩疾病的人越来越多，治疗颈
肩疾病首选推拿和按摩。这两
种方法对时间和金钱的要求都
不低，最好有一种办法，不用花
钱，不用自己动手就能达到缓
解颈肩疾病的功效，黄豆枕完
全可以满足上述要求。把适量的
黄豆装入枕头内，睡觉的时候躺
在上面就可以达到缓解颈肩疾
病的疗效。

黄豆的软硬跟人体骨骼的
软硬程度相似，对颈椎有很好的

支持作用，枕头内的黄豆可以对
颈肩部的肌肉、关节、韧带进行
有效的按摩，而且是自助的按
摩。因为当你枕上去后，枕头内
的黄豆会自动的堆积成颈椎放
松所需的高度。

当你睡觉翻身辗转时，枕头
内的黄豆因为空间有限的缘故
会相互摩擦着缓慢滚动，故整夜
都在按摩颈肩部的肌肉。只需要
一个晚上躺在上面就可以达到
缓解颈肩痛的效果。

据《老年生活报》

治月经过多方
续断 30 克，女贞子、生地、

仙鹤草、熟地各 20 克，旱莲草
24 克，益母草、五味子、麦冬、地
骨皮、白芍、太子参各 15 克，茜
草、甘草、补骨脂、三七各 1 0
克，水煎分早晚 2 次服，每日 1
剂，连用 6 剂。

治脱肛方
巴戟天 10 克，猪大肠 150

克，食盐适量。将大肠洗净；巴
戟天装入猪肠中，放入大碗内，
隔水炖至烂熟，去巴戟天，加食
盐调味即可，喝汤吃猪肠，每日
1剂，连用3-5剂。对阳气不足、
气虚下陷所致的脱肛有效。

治神经性皮炎方
黄柏 50 克，用食用醋 200

毫升浸泡 6 - 7 天，用纱布过
滤，备用，每次使用时将患处
用温水洗净后，用棉签蘸取药
液擦患处，每日 2 次，7 天为 1
个疗程。

据中医中药秘方网

中医认为，热水泡脚有推
动血运、温煦脏腑、健身防病的
养生功效。尤其深冬将至，“寒
从脚上生”，脚部受凉很容易引
发多种疾病。

如果用热水加醋泡脚，不
仅可消除疲劳，还能祛病延年。
有媒体报道，上海最高龄的老
寿星、110岁的罗时敏老人就喜
欢用热水加醋来泡脚。

人体的五脏六腑在脚上都
有相应的投影，连接人体脏腑
的 12 条经脉，其中有 6 条起于
足部。脚是足三阴之始，足三阳
之终，双脚分布有 60 多个穴位
与内外环境相通。热水泡脚，可
以加快身体的血液循环，并通
过刺激这些穴位，达到养生保
健的目的。

现代医学认为，由于脚掌
上无数神经末梢与大脑紧密相
连，热水泡脚时对脚部末梢神
经的温热刺激作用，可对大脑
皮质产生抑制作用，使人感到
脑部舒适轻松，有助解除疲劳，
提高睡眠质量。

用醋泡脚是热水泡脚的升
级版。中医典籍记载，醋有散
瘀、止血、解毒、杀虫等功效。热
水泡脚时加一点醋，可以发挥
醋酸的杀菌能力，软化角质，还
可以让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循
环，改善老人手脚冰凉、精神不
佳、身体畏寒等情况。

白醋泡脚方法

将 2 . 5 升左右的水量放入
脚盆中，同时倒入半碗约 150 毫
升白醋，水温以脚感温热为宜，
建议 45℃ 左右；水深应盖过脚
面，未盖过脚面应增加水量。双
脚在盆水中浸泡 5-10 分钟，然
后用手或毛巾反复搓揉足背、
足心、足趾，也可以有意识地搓
揉足底中部一些穴位，如涌泉
穴。为维持水温，需边搓洗边加
热水，最后水可加到足踝以上。
每次泡脚总时长不要超过 30 分
钟。泡脚时，人体血液循环加
快，心率也比平时快，时间太长
的话，容易增加心脏负担。

据新华网

在线问答

冬季如何预防
老年低体温症？

分时段晒太阳养生效果事半功倍

输液后肿胀用冷敷 自制黄豆枕缓解颈肩病
教你一招

多动手指大脑年轻
大脑的三分之一与手部有

关。活动手部可增加大脑运动皮
质区和体觉皮质区的血流，活化
大脑，让大脑更年轻。

拇指边缘揉捏法

指尖有一个动脉与静脉的
汇流处，揉捏拇指有助于增加
全身血流。以左手大拇指和食
指捏住右手大拇指的指甲两
侧，来回揉捏二十次。另一手重
复相同动作。如果时间允许，不
妨也按摩食指、中指、无名指与
小指边缘，按摩结束后，你一定
会觉得全身都温暖了起来。

石头布刺激法

这是种左右手做不同动作
的刺激法。由于难度较高，做的
时候大脑容易混淆。只要勇于
挑战直到成功，就能进一步年
轻大脑。

坐在椅子上，挺直背部，夹
紧腋下，手肘放在身侧。双手五
指张开，手背朝向自己。交互做
出“右手出布、左手出石头”、

“左手出布、右手出石头”的动
作，此为一组。重复做二十组。

很快就学会的人，在出石
头的时候不妨隔一次增添变
化，例如“将大拇指握在掌心
里”或“将大拇指往外伸直”。逐
渐提高难度，对于大脑的刺激
就越大。双手刻意做出“不同动
作”，可混淆大脑，进一步活化
大脑。

动动手指

还能帮助睡眠

不少人随着年龄增长，睡
眠也变得越浅，经常半夜醒来。
失眠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律神经
失调。而手指与手部经常接触
外界，负责接收刺激的知觉神
经发达，给他们一点刺激就能
将资讯传递至大脑，巧妙调理
失衡的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
经。因此，做做手指操有助于促
进脑内的快乐物质分泌，缓解
压力，帮你拥有优质睡眠。

据人民网

保健妙招

天天吃素也会吃出病
胃口好、嘴壮，基本上是所

有长寿老人的共同特点。这也反
映出吃饭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天
天粗茶淡饭，小心没病吃出病！

吃素意味着蛋白质、脂肪摄
入不足，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
命。如果食物过于清淡，长期下
去体质会不好，遇到点小病很容
易就倒下。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营

养研究室主任医师常翠青表示，
老年人的合成代谢能力在下降，
但分解代谢在增加。如果饮食搭
配不好，纯粹过素，就会导致营
养不良。蛋白质供应不足时，会
导致免疫系统的免疫球蛋白减
少，从而使身体抵御外来危害、
尤其是病原微生物的能力下降，
更容易患感染流行性感冒和各
种疾病。 据《新民晚报》

退休学二胡，越拉越精神

用醋泡脚，祛病延年 千家药方

乐
活

轻松运动，平缓适量
俗话说：“冬天动一动，少闹

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
碗。”医生建议，冬季运动宜选择
轻松平缓、活动量不大的项目，
户外的话可以选择每天行走一
万步，而高温瑜伽、游泳、普拉提
等室内项目也是不错的选择。需
要注意的是，冬季户外温度较
低，容易感冒，软组织容易拉伤，
所以户外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
身运动。

专家提醒，老年人不能一味
“猫冬”懒得动，可常做八段锦、

太极拳等平和的运动，也可练一
练这套“坐功”，具体动作要领：

起身平坐，两腿前伸，左右
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半握拳，按
在两膝上，使肘关节分别朝向左
右斜前方，拳心朝外，上身前俯，
极力以拳压膝；重心后移，双拳
轻轻按膝。

每天晚上可坐在床上做这
组动作 15 次，然后叩齿、咽津、
吐纳。这组练习有助于改善手足
经络寒湿、大便秘结、咳嗽、腰冷
等症状。 据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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