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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 快乐养生
善养生者养内，不善养生者养外。
物来顺应，事过心宁，可以延年。
水停百日生毒，人歇百日生病。
气血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也……
从古到今，在与自然、与疾病的抗争中，人们就注重养生，并从中汲取养生之道，延年益寿；

如今的人们，享受丰富物质的同时，更是注重养生，提升生活品质。
中国常州网与常州市医学会共同发起“健康养生大家谈”主题征文活动，得到网友的热情

参与，写出各具特色的养生感悟、健康格言、就医心得。本版把其中有内容、有情趣的文章辑在
一起，与更多的读者分享。 编 者

养心为上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又

在职场中，几重压力加身，身体指
哪哪不对劲了。这不，去年声带动
过手术后俩月，眼睛出现飞蚊症，
症状未消，腰椎病又发作了，幸亏
找到合适的医生，不然路也走不
利索了。强身健体，当务之急。
先是在公园里快走，春秋两

季，公园里繁花似锦，暗香浮动，
去园子里既散步，也观景，更是给
繁芜的心洗个清水澡，莫大的享
受。但去年冬日里，寒风劲吹，雾
霾肆虐，还有哪儿可去？
友人说去健身房吧。于是办

了张健身卡，有时游泳，有时健身
器材上练习，五六十分钟锻炼，流
了一身汗，心情也大为好转。再洗
个热水澡，回到家，头挨枕便睡，
睡眠质量提高了许多。

虽然健身的习惯来得晚了
些，总比不锻炼要好得多。但私下
以为，再好的养身都没有养心来
得重要。

当我们无法改变周遭环境，
也一时无法改善身体现状，那就
改变心境吧。中国中医科学院内
科主任医师罗卫芳曾指出，生气
会导致女性内分泌系统紊乱，身
体合成更多的皮质醇，这种物质
如果在体内积累过多，会影响免
疫细胞功能的正常运转，降低抵
抗力，进而引发疾病。比如色斑沉
着、月经不调、心肌缺血、损伤免
疫系统等。相由心生也是这个理。

心与身原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怎能不细细调养？
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人体

内存在大量毒素，如果得不到及
时排泄，会使人变老变丑，严重的
还会疾病缠身。排怒原来就是排
毒，止怒也即是消毒。
一位女友曾经历丈夫背叛，原

先白白胖胖无忧无虑的她几乎瘦
脱了形。但她是个冰雪聪明的女
子，为了孩子，为了家，她开始了婚
姻保卫战，她知道首要改变的是
自己。她请了钟点工分担家务，自
己则开始美容、健身、学器乐，同
时读书交友建立自己的社交圈。
终于，她华丽变身，事业、兴趣爱
好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丈夫也因
自己的错误悔不当初，最终回归
家庭。她在亲朋面前只字不提那
些曾经的伤害，而是呵护这来之
不易的幸福。她说，当你感觉到自
己是幸福的，心就向着幸福启航。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再不
如意的事，终究有疏解的方法，
唱歌、散步、聊天、购物或是吃东
西，背包旅游也成，尽快排解情
绪，健康快乐就会向你招手。即
便生气，也要限定一个时间，比
如不超过3分钟，在这3分钟之
内，找一个空间尽情释放，或哭
闹喊叫，或对着沙包狂揍，把一
肚子的冤屈愤怒排解出去,如此
则心静，心静则体泰。

月 朗

舞起来
傍晚时分，在常州

街头、新村里、超市门
口，无需吹响集结号，
就有男女老少蜂拥而
至，伴随着耳熟能详的《火辣
辣的军营》《心花开在草原上》
《阿瓦人民唱新歌》的曲调，一颠
一顿跳起舞的，就是佳木斯
快乐舞步健身操。

我能很快学会这健身
操，全有赖于其动作简单，节
奏强烈，不过就是跟着节奏，
左脚带动右脚不停踏步，双
臂变换着动作摆动。
一天，与办公室里的女同事

聊及健身方式，我极力推荐：快走
+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
囿于场地限制，办公室当然

首推健身操。别光说不练呐，大家
一起跳，一起健身！
我负责拷来高清版的示范视

频。英是认真的人，凡事要么不
做，要么做好，是坚定的宣传者与
践行者，每天下班前半小时，她总
是先吆喝一声，我们也果断离开
电脑，脱衣换鞋，排队跳操。哪天
谁想偷下小懒，另外几人邀请、劝
诫、笑骂，软硬兼施，多重手段，不
为别的，还不是为了你的健康，诚
心可鉴，用心良苦。一晃就八节操
过去了，“明天继续哦！”
如此，跳操的同事，由最初的

3个壮大到5个，另有多位同事围
观，参与之心萌动，到点了也来露
下脸，顺带摆手扭腰踢腿。遗憾的

是，对这简单易学、美观大方的健
身操，80后觉得土了点，男士们
觉得袅了点。
可是，难度越低越能坚持，只

要能达到健身目的，何必自我设
限呢？简单通俗易行，一不留神也
可通向“高大上”的美好啊。
英跳得努力，半小时操做下

来，头上冒汗，浑身发热；文的腰
椎一向有问题，跳着跳着，动作协
调流畅了；我的肩肘以前一活动
就会“卡嗒”作响，现在也没声儿
了……

办公室健身操坚持了三个
月，同事们每天到点集合，认真跳
操，各有成效：瘦了，灵活了，肩颈
不疼了……轻松谈笑间，朝着各
自预设的美好目标前进了一大
步。 品 品

爬爬更健康
我是坐班族中的一员，平时腾

不出大量时间特意用来锻炼，但身
体是本钱，稍不爱护就会出问题。
几年前，我就曾发生过腰椎间盘突
出症，在床上躺了几天不能动弹。
由此醒悟到不锻炼不行，一定要找
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法。现在，如
果有人要问我有什么健身高招，我
会告诉他：爬爬更健康。

一是爬楼梯。我在24楼上班，
只要时间许可，我会慢慢爬，不徐
不疾，一般爬到10楼上下就感觉浑
身发热了，此时心跳加速，人有些
喘，如同刚刚经历了剧烈运动。我
记得以前读书时在学校运动会上
长跑后也是这种感觉，可见爬楼梯
的效果与长跑差不多。此时停下
来，在大楼里慢走两圈，等心跳稍
缓后接着爬。爬到24楼，缓步走到
窗口，凭窗而立，此时我感觉胸部
如同在作扩张运动，感觉特别清
爽。

我曾经看过一则资料，说每天

爬5层楼梯，可使心脏病的发病率比
乘电梯的人少25%。每周爬5000级
!即每日登!"#级"大约相当于上下$

层楼%次# 楼梯所消耗的热量约为
2000卡路里，坚持这样活动的人的
死亡率比那些不运动的人低1/3～
1/4。登6楼2～3次，相当于慢跑
800～1500米的运动量。爬楼梯确
实是一项好运动方式，还节能，一举
两得。
二是爬行。有一次在公园里散

步，偶然看到一位老人戴着手套在
草地上爬行，我就很好奇，问他这有
什么好处。老人站起来，乐呵呵地说
了很多。我回家一查，爬行果然好处
多多：爬行健身可将全身重量分散
到四肢，以减轻身体各部位，尤其是
腰椎的负荷，故对防治腰椎部疾病、
腰肌劳损，以及颈、肩、脊柱病等有
一定的疗效。
快乐健身，爬爬更健康，这就是

我的运动方式，很简单，但很有效。
桐城派人

走路好处多
2005年元旦刚过，我的两腿关

节肿胀，后来伸曲痛得直冒冷汗，连
走路都困难了。有朋友给我提了个
建议：“走路！”还说了一位几乎瘫痪
的人因坚持“走路”而创造出从扶着
墙壁走路到一天能走三四十里路的
奇迹。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当年5月
起，我开始了走路。我坚持每天走，
没有固定的方向，没有目的地，也
没有时间限制，完全是一种自由的
步行徜徉。真是“百练不如一走”，
没吃一片药，三个月的路走下来，受
益匪浅，上下楼梯，我的两腿关节不
那么疼痛了，伸曲自如了。这更增强
了我坚持走路治关节疼痛的信心。
一年以后，我的两腿关节完全康复。
我没有“好了伤疤忘了疼”，九年多
来，只要不下雨、不下雪，无论是在
家还是出差在外，我坚持每天走
路，一般要走一个小时。我曾和朋友
一起，从兰陵桥走到淹城公园；从横
山桥大林寺走到芙蓉镇老街……

走路的好处很
多，台湾意象催眠
大师陈慕纯就说
过：走路是免
费的、随时
随地的、
能预防骨

质疏松、预防心脏疾病、预防中风、
减肥、帮助思考等，还可以明显延缓
大脑老化，使大脑更敏锐……这些，
我在走路中都有体会。
走路有助脉络疏通。走路是很

好的有氧运动，使人中枢神经兴奋，
全身肌肉扩张，大有活血化瘀、通经
活络的功效。走得身体发热有微汗
时，还能促进全身吐故纳新，让人思
维格外清晰。稍加休息后，吃饭香甜
可口，做事得手应心，还能提高睡眠
质量。
走路贵在坚持，但也要适度。掌

握好度，量太小对身体无益，过激过
量又会有害。走路好，好在容易坚
持；走路更易把握尺度，身感轻松时
多走点，身体疲劳时少走点。特别是
这走的方式可多种多样，既可往前
走，也可倒着走；既可快点走，也可
慢点走；走时可以甩手、拍手；可以
摇头；可以唱歌；可以吟诗。一句话，
走路时心身轻松着，快乐着。

常州小城

台球有门道

在我的印象里，台球像高尔
夫球一样是富人玩的项目。没想
到，退休后的我，竟然爱上了台
球。
我之所以选择台球，因为打

台球首先调动脑细胞的参与，每
一局球都没有固定模式，从开球
到黑８落袋，每一步都是新的，
没有重复的点和线，每一杆球的
击打都需要激活更多的脑细胞，
使思维敏捷地做出正确判断，准
确地指导四肢的活动。手、眼、脑
等全身需要协调地配合起来，所
以，打台球是预防老年痴呆的最
佳运动方式。
打台球不是剧烈运动，不会

有太大的动作幅度，较少造成身
体伤害。而且，在打台球过程中，
人的背部、肩部、腕部乃至整个
上身都会得到锻炼，特别是背部
肌肉会得到拉伸，这有利于局部
的保健，防止老化。一局球下来，
走动少则八百步，多则上千步，
健身作用不言而喻。打台球还能
培养一个人的气质，优雅推杆之
间，风采尽显。心浮气躁是打不
好台球的，需沉着冷静，控制情
绪起伏。
台球的原理奥妙无穷，千变

万化，具有浓厚的趣味性、艺术
性和科学性。伴随着你来我往的
节奏，看那球儿你追我赶地滚来
滚去，仿佛将心的每个褶皱都小
心地熨平。
当我一杆又一杆地打，心中

没有任何杂念，只有精心地计
算、安静地瞄准、果敢地出杆。随
着一个个干脆漂亮的进洞，我体
会到从未有过的快乐，快乐渐渐
在心中荡漾，仿佛征服了什么，
心情是那么放松、享受。

欢快之余，我作了小诗《台
球健身乐逍遥》：挥杆击球逞英
豪&绕台胜过千步走&切磋球艺

共提高&台球虽小有门道&角力

斗智出高招&击球如同枪击靶&

全神贯注第一条&瞄准击球力用

好&几何三角全用到&防守做好

斯诺克&攻球走位最重要&击罢

红球击彩球&黑球落袋得分高&

攻防得手运用妙&记分牌上分低

高&握手相视哈哈笑&身心健康

乐逍遥$ 许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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