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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有方

吃好、睡好、适当运动
专家谈老年人夏季养生保健
□本报记者 刘联
进入夏季，天气渐渐热
起来。炎炎夏日给老年人身
体健康带来了考验。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治未病中心主任中医师成杰
辉说，从中医来讲，老年人体
衰，气血亏虚，肝肾虚损，常
见脏腑功能下降，如脾胃功
能减弱、心肺功能下降、记忆
力减退，且又常夹瘀血痰浊
等病理产物，故老年人常受
疾病困扰。但老年人如能顺
应时节做好夏季养生，不仅
能够顺利度夏，还能增进健
康、延年益寿。
他提出以下几点夏季养
生建议，涉及睡眠、饮食、运
动、防病等方面，老年朋友不
妨参考参考。

时－10 时睡觉也无妨。
许多老年朋友都有早
醒、醒后难再睡的问题。此
时午睡补觉尤其重要，睡好
子午觉是老年朋友夏季养生
的重要内容。
二、饮食

夏季暑热蒸腾，气候湿
热，人体脾胃功能常常受损，
加上老年人肠胃较弱，
在炎炎
夏日，消化能力进一步下降，
食欲欠佳。因此，
夏季饮食应
以清淡、
易消化为主。
许多老年人都有血压或
血脂偏高的情况，平时饮食
常 常 低 盐 低 脂、甚 少 吃 肉 。
而夏季天热多汗，人体水分
丢失较多，同时钠钾等电解
质随汗出丢失也多，人体易
感疲倦。因此，不妨适当喝
点淡盐水，既补充水分，又补
一、睡眠
充钠钾离子。
中医认为“养生之诀当
另外，适当吃肉对人体
以睡眠为先”，所以养生保健 补充营养也有好处。肉类含
首先提倡早睡。同时，夏季 有一定量的脂肪及蛋白质，
脂
日出较早，人们睡眠时间常 肪的热量较高，
能为人体提供
常缩短，而且夏季气候炎热， 一定的能量，
而蛋白质是肌肉
夜睡梦多，故睡眠质量往往 的主要成分，
也是身体合成抗
不高。建议老年朋友严格执 体的主要来源。所以，
预防夏
行 中 医 提 倡 的 睡 子 午 觉 原 季消瘦，增强体质，适当吃点
则，必须在晚上 11 时前上床 肉有一定的帮助。
休息。只要困了，提前在 9
当然，夏天胃口不好，首

日常保健

先要健脾开胃。如食用山
楂、乌 梅 开 胃 生 津 ，酸 收 敛
汗；谷芽、麦芽泡茶饮用健胃
消食，
增进食欲。
三、运动
老年人体质下降，身体
调节能力较差，若在室外高
温环境下锻炼，则更容易中
暑。所以，老年朋友以选择
早晚清凉之时外出运动为
宜。
有些老年朋友早醒，常
常未等天亮就外出晨练，这
一做法不可取。天未亮，光
合作用不足，空气质量相对
较差，还是建议老人们天亮
透了再外出锻炼。

老年人夜间也不适宜进
行太大强度的运动。晚上进
行剧烈运动，让身体过于兴
奋则不利于夜间的睡觉。当
然，晚饭后外出散步，有利于
促进胃肠蠕动，帮助消化；或
者适当进行和缓的活动，放
松身心，舒缓神经紧张，一定
程度上也有助于睡眠。

低。老年人在外热出一身汗，
可先把汗擦干，
等身体凉下来
再进入空调环境。
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
朋友要注意夏季保健。夏天
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容易处
于相对脱水状态，如果补充
水分不足，加上高温引起的
周围血管扩张，很可能引起
老年人血压偏低。血液浓缩
四、防病
则可能引起冠状动脉供血不
夏季炎热，老人们身体 足，会使病情发展、加重，出
调节较差，
首先要防中暑。如 现头晕、胸闷、憋气、心慌等
需外出，
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 症状，还有可能突发心梗或
备，带上遮阳伞或遮阳帽，备 中风。所以，避免高温外出，
上清凉油和饮用水。另外，
也 适当补充水分，定时监测血
要注意防寒。夏季气候炎热， 压，也是老年人夏季保健的
公共场所常开空调，温度较 重要内容。

医生话你知

研究显示生气比悲哀更伤老人
建议老人管好情绪，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与
悲伤相比，生气对老年人心
理健康伤害更重，可能增加
炎症风险，而长期炎症水平
较高关联心脏病、关节炎和
癌症等慢性疾病。
康科迪亚大学研究人员
以年龄 59 至 93 岁的 226 人
为研究对象，分为两组：59
岁至不满 80 岁为老年早期，
80 及 80 岁 以 上 为 老 年 晚
期。这些研究对象在一周内
完成问卷调查，内容涉及他
们是否生气或悲伤。另外，
研究人员经由血液样本检测
他们炎症水平，了解他们是
否患与年龄相关的慢性疾
病。
结 果 显 示 ，对 80 及 80
岁以上的老人而言，每天生
气关联炎症水平和慢性疾病
比例较高；不满 80 岁的研究

漫画：于仁智

对象没有这种关联。另
外，悲伤与炎症反应和慢
性疾病均没有关联。
研究人员在由最新一
期美国心理学会期刊《老
年心理》杂志刊载的文章
中写道，这项研究显示，
并
非所有消极情绪都有害健
康。人们初入老年期时，
生气可能会激发斗志、渡
过人生难关，但对年事更
高的老人而言没有用，因
为无论老人如何努力，都
无法逆转现状。相比之
下，悲伤可能帮助老人调
整心理，调低目标，以应对
与年老相关的生理和认知
挑战。研究人员建议用教
育和心理疗法帮助老人管
理情绪，少生气，
进而减少
对身体的伤害。
（据新华社微特稿）

94 岁老伯面部长了色素痣一查竟是基底细胞癌
专家提醒：
如皮肤出现不明“斑块”或“痣”，要提高警觉
□本报记者 刘联

切除干净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缩
短手术时间，降低手术风险。手
94 岁的吴伯 3 年前脸上长 术进展顺利，仅用时 40 分钟，患
了一个
“色素痣”
，
不痛不痒没什 者当天就回家了。
”
么症状，他也没有在意。但“色
据悉，
基底细胞癌是常发于
素痣”
越长越大，
表面溃烂、偶有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的皮肤恶性
瘙痒。近日，他来到中大五院皮 肿瘤，常见于头面部，特别是鼻
肤科就诊，结果吴伯的
“色素痣” 侧、
脸颊、
前额部等。早期往往是
竟然是皮肤基底细胞癌。专家 皮肤上突起一个小包，类似于结
提醒，
老年人要警惕面部突然变 节，有时有色素沉着像色素痣一
硬凸起或反复溃烂化脓难愈合 样，通常边缘会有隆起。随着肿
的斑块。
瘤的生长，
会从中间开始溃烂。
“患者一般情况尚可，术前
马寒主任介绍，
基底细胞癌
常规检查无明显异常，具备门诊 不痛不痒，经常被患者和家属误
手术的条件。但他已经 94 岁高 认为老年斑、色素痣等。色素痣
龄，手术过程中可能存在一系列 形状不对称、边缘不整齐、颜色
风险。如何保证顺利完成手术， 不均匀。如果发现皮肤突然变
并尽可能降低手术风险是一大 硬凸起或反复溃烂化脓难愈合
难题。”中大五院皮肤科马寒主 及长在手心、脚心、唇红和生殖
任介绍，
“ 我们讨论后决定采用 器上的老年斑或黑痣等都需要
皮肤恶性肿物慢 Mohs 手术切 引起重视，可能有恶变风险。
除方案。该方案能在保证肿物
据了解，
基底细胞癌的特点

是持续地局部侵润性生长，
不太
容易往远处转移，相对肝癌、肺
癌等常见恶性肿瘤来说，基底细
胞癌虽不“到处跑”，却喜欢“深
挖洞”
，
一般情况下通过治疗，
均
能得到有效控制，所以确诊为基
底细胞癌的患者不要过于担心。
手术切除是治疗基底细胞
癌的首选方法，
尤其是结节型皮
肤基底细胞癌患者，
手术切除干
净后无需后续治疗，
对于部位较
深、手术无法切除干净的基底细
胞癌，局部手术后可以联合放
疗，
降低复发率。
马寒主任提醒市民，
如皮肤
出现不明
“斑块”
或
“痣”
，要提高
警觉，
最好到正规医院找皮肤专
科医师检查，尽早明确诊断，一
旦发现皮肤癌，
在癌细胞尚未往
下侵犯深层组织或骨骼之前，
及
时接受手术治疗是最有效的治
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