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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医生的防衰老秘诀

很多人都选择跑步健身，但在浙江
省中医院骨伤科，50个医生里竟然只
有1位选择跑步！

骨科医生最爱的运动是：游泳。
浙江省中医院骨科有个很有意思

的现象：许多人喜欢的跑步，科室50位
医生只有1位选择。科室医生选择最
多的运动项目是游泳，其次是羽毛球。

我们很多医生一周要游上五六天，
游早场和下午场的居多，不分季节，只
选择恒温泳池。

游泳是个长寿运动。游泳时关节
不承受过度的力，身体又能得到充分运
动，使心脑血管得到锻炼。

即使是不会游泳的“旱鸭子”，也可
以下水活动，通过扶池壁做蹬腿活动、在
水中行走、承受水对胸部的压力、抗阻力
呼吸和感受水对身体的按摩等，也可获
得很多益处。

1.最有效的长寿运动。英国《国际
水上运动研究与教育期刊》刊文指出，
游泳能增强心肺功能，增加骨密度，还
特别有益于人们养成良好的姿势，减少
关节疼痛。

2.最全能的丰胸运动。因为水对
乳房有“按摩”作用，以自由泳和仰泳丰
胸效果最好。虽然乳房组织并无肌肉，
不能通过锻炼使之增大，但锻炼可增强
乳房下面的胸肌，胸肌发达可使乳房突
出，看起来乳房就会丰满一些。

3.减慢软骨组织的衰老。人在水
中的重量仅为陆地上的1/8，在水中关
节基本不负重。即便不会游泳，在水中
走路对关节也有益，因为身体在水中的
浮力，可以减轻关节压力，且水流可提
供强化肌力的阻力。

4.驱除疲劳。水对全身有按摩作
用，能帮助肌肉去除疲劳等。

5.增强体质。游泳能量付出多、消
耗大，如果完成同样一组动作，要比陆
地上多付出6倍的力量；水中散热快，
是空气中的28倍，可增强机体对寒冷
的抵御……

骨科医生们爱游泳确实是有缘故的。
曾经，浙江省中医院骨伤科中心主

任童培建也是短跑好手，上大学时，400
米比赛可以跑进前三。以前在科室里
当副主任时，他还组织过足球、篮球、排
球、短跑等比赛。但是年轻的时候感觉
不到什么，等到跑步后两腿发软，就是
有问题的信号了。特别是运动后膝盖
疼痛，更要留心。

因此，童主任现在主张游泳、乒乓
球等没有正面碰撞的运动。

他认为：年纪轻的，可以做做无氧
运动；年纪大的就要悠着点，多做做和
缓的有氧运动。

其实，运动没有好与坏，在于度。
过了会引起伤害，反之又无效。童主任
介绍，骨科医生有三条金标准：

金标准之一：了解自身
人与人不同，有男女、胖瘦、体力好

坏之分，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
能够耐受哪种强度的运动。

金标准之二：循序渐进
“任何锻炼都不能一蹴而就。我有

个病人，今年才18岁，想要锻炼身体、
挑战自我，硬是从成都走到了西藏，双
腿关节软骨磨损得厉害，一到目的地就
动不了了，只好让父母拉回来治疗。”

每个人都要寻找适合自己的运动项
目，运动前要预热，做准备操，拉松韧带
和关节，才可以去跑、跳、爬。如果是在
户外运动，还要准备好手杖、鞋子等专业
装备，了解地形、地貌、天气后再出发。

运动时要避开下雨天，以免身体受

到风、寒、湿的侵袭。
如果是老人，一周锻炼5天、休息

两天就足够了。
金标准之三：进行疲劳康复
运动后最有效的康复办法是泡个

热水澡。
每次运动结束，等汗收一收，就在

浴缸里泡个澡。许多人跑步后感觉肌
肉酸痛，这是因为运动耗氧量大，身体里
的半代谢产物没有被排出，这时泡个热
水澡，可以加速废物代谢。

骨科医生这样保护骨关节
1.踩自行车
加拿大一位骨科医生提出，持续而

缓慢的被动运动，可以刺激关节滑膜组
织分泌透明质酸，营养和润滑关节。可
以：

骑自行车、蛙泳，躺在床上时双腿
腾空踩自行车。

老人还可以坐在椅子上，在脚背上
放上一袋米，做做伸直弯曲的动作。

2.看电视摸膝盖?
平时经常上手术台，骨科医生一站

就是好几个小时，膝关节负荷很大。回
到家，童主任有个习惯，看电视的时候会
用双手顺时针按摩膝盖，好处是活血。

3.豆浆+牛奶补钙?
保护骨骼，也要会“吃”。童主任每

天早上喝一袋豆浆，晚上喝一袋牛奶。
多吃水果和蔬菜也可以补钙。

进入中老年，则可以服用钙片，童主
任强调，这很有必要。

女性50岁左右绝经，应该在四五
十岁就开始补钙；男性的更年期在60
岁左右，建议在 55 到 60 岁开始补
钙。每天吃一片含600毫克钙的钙片
即可。

转自人民日报、健康时报

一年级升二年级

二年级是孩子学习习惯、学习态度
从可塑性强转向逐渐定型的重要过渡
阶段。

在升二年级前，要更加注重孩子的
学习兴趣引导与学习习惯辅导，使得孩
子在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学习心态上
得到全面发展。同时处在这一时期的
孩子更需要家长关切的眼神、真诚的鼓
励和热情地帮助，只要家长能够正确引
导，孩子就会顺利度过这一时期。

一年级升二年级之后的学习，最主
要的还是习惯的培养，和基础知识的把
握。因为接下来的三年级是小学课程转
化的重要年级，学习内容多了，难度大
了，孩子要保持高分，需要花费更多的力
气，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再加上学习习
惯马虎的话，成绩很容易大幅下滑。

因此，要利用好一年级升二年级的
暑假结尾，规划好学习计划与辅导计
划，抓住这关键阶段，培养孩子养成踏
实、勤奋的学习态度，会让孩子在小学
阶段以后几年的学习变得更加顺利。

二年级升三年级

二年级升三年级后是一个两极分
化的阶段，课程内容从培养学习兴趣转
向大量知识系统性的学习。

此时孩子往往不能及时地消化吸
收所学的知识，加上训练的不足，会出
现遗忘、理解混乱等现象，所以提前让
孩子适应中年级的学习尤为重要。

三年级是小学语文的一个重要转折
时期，语文课文由原来的文字简单、情节
单纯转向课文内容有一定的深度，字词也
逐渐成为帮助读通课文的工具，而不是学
习的重点了。在这个时期，让孩子养成独
立思考、自主学习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三年级升四年级

三年级升四年级后，分水岭逐步形成。
就学习习惯而言，这个阶段是孩子

习惯的定型期，各种学习习惯将开始逐
步固化下来，甚至伴随孩子一生。当然
这种学习习惯既包括了好的习惯，也包
括不好的痼疾。

就学习内容而言，难度有了质的改
变。在三四年级时，孩子的书面语言开始
超过口头语言。这个时候，孩子的成绩偶
尔下滑是正常的，关键在于我们家长要正
确帮助他们，而利用好三年级升四年级的
暑假，则可以充分帮助孩子做好准备，跟
上学习，顺利翻过小学阶段成绩分水岭。

随着学习难度的提升，三年级升四
年级的同学会明显感觉语文不再像以
往那样可以轻松拿高分了。四年级学
生的思维处于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
维过渡的阶段，语文学习内容由词句向
篇章过渡，学生无论从心理发展还是学
习习惯养成等方面都在小学阶段起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有一定的难度，又
非常重要。

四年级升五年级

学习内容变化：范围扩大，难度加深。
从五年级开始，学习重点知识和难

点逐渐和孩子们见面，这些知识点不仅
是历年来小升初考察的重点，更是孩子
展现实力的最好证明。较之四年级，五
年级的专题增加了很多问题等，这些知
识点使得我们的孩子开始对学习力不
从心，拿不出学习该有的节奏。另外，
在难度上的加深，梯度也十分明显，孩
子一定要在学习上花更多的工夫。

学习方法的变化：善于总结，稳扎
稳打，力争突破。

进入五年级，一定要明确这是孩子

学习的关键，因为六年级我们的学习任
务就是小升初复习，因此五年级时如果
基础知识不够扎实的话，那我们到小升
初时也会力不从心。

五年级上学期，是一个完全接纳新
知识的阶段，重点、难点内容的增加，对
我们这个阶段的要求就是总结知识点，
而不是传统的“听课，完成作业”。面对
有一定学习难度的内容，我们留下的问
题会很多很多，题目的变化也会多种多
样，我们要总结老师讲的知识点，总结
做过的题型，在总结的过程中找到知识
点的联系，在总结的过程中找出不同，
总结越多，思考越多，超越也就会越多。

建议：有自己的归纳整理本，坚持
每日做一题，懂一题，将错题滚动练习，
将知识点网状化，不懂就问，举一反
三。应当主动去接触各类考试题目，分
析每个竞赛的特点，滚动做自己不会的
题目，善于总结，在重点和热点上多花
工夫，加深难度，找到适合自己的复习
方法。

总之，四升五有一句话送给同学家
长们：巩固基础，把握变化。

五年级升六年级

在这个阶段家长不妨参考下面的
几点做法：

教孩子学会课堂记笔记
距离升入初中还有一年，孩子一定

要养成边听、边记，边想、边记的好习
惯，只有这样，今后在课堂上的所学才
能更好地吸收，也能更好地运用。

调整好心态
面对一年之后的小升初，大部分刚

开始接触的家长都是茫然和焦虑的。
家长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把压力
和焦虑的心情传染给了孩子，影响孩子
的学习。

了解目标学校的择校进程
如果孩子还没定下目标学校，可以

跟孩子商量下，对哪所感兴趣。如果已
经有目标学校，便可以着手了解目标学
校的择校进程，这些进程一般情况下每
年不会有太大变化。避免事到临头时
手忙脚乱。

新学期开始前，做好预习准备
步入六年级意味着踏上了小升初

的最后一步，学习任务将会比五年级大
很多。但是无论开学即将升入哪个年
级，如果我们提前感知学习重点，提前
感受学习氛围，在新学期到来后，我们
才能先他人一步进入学习状态。

转自中国教育报道 教育百师通

皮肤科医生
防皮肤衰老:补水+防晒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杨宇光

角质层细胞缺水是皮肤老化的主要根源之一。每周做2~3次面膜，
及时补充水分。（在脸上贴黄瓜片、土豆片等基本无效，这些物质是水溶性
的，而皮肤吸收是脂溶性的。）

皮肤老化的最主要因素是紫外线引起的光老化。出门避开日光最强
的时段，做好物理防晒，戴太阳帽、太阳镜，涂好防晒霜。但不宜涂抹SPF
太高的防晒霜，有可能堵塞毛孔，增加长痘的概率。

血管外科医生
防血管衰老：多给血管做体操

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 张望德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要长时间坐着，都不要忘记给血管做做操。例
如坐了一个小时后，起来活动10分钟，或者伸伸懒腰，或者坐着的时候不
时地做抬腿的动作。当需要长时间坐着时，在脚下垫个小凳子，高度在
10~20厘米之间，这样也对减轻血管压力有益处。

心内科医生
防心脏衰老：少吃甜食

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马涵英

血压正常的人，每日吃糖超过一定量，就会有血压升高的风险。老年
人每天摄入的糖最好控制在20—30克。两三块甜味饼干的含糖量很容
易突破20克，一般一瓶500毫升甜味饮料的含糖量在40—50克。

此外，如豆浆粉、袋装麦片、黑芝麻糊、藕粉等冲调饮品，含糖量近
60%，应谨慎食用。

骨科医生
防骨骼衰老：30岁后练练静蹲

河南省骨科医院膝部损伤科主任医师 黄霄汉

跑步、踢球、羽毛球等运动属于动力性运动，对膝部损伤比较大。建
议大家在30岁以后，尽量多做些静力性运动，比如平板支撑，对于关节基
本就没有什么损伤。此外，还可以每晚进行有针对性的膝关节训练，例如
静力性的练习，半屈曲的靠墙站立，类似武术中的马步动作。这个锻炼很
简单，每晚做20分钟，不忘记刷牙就不要忘记锻炼。

这四点警示可一定要记住了：
1.上下楼梯有不适感。
2.膝关节怕冷怕湿。
3.常做的动作突然做不了了。
4.早上起床膝关节僵硬。
这几点都是膝盖状态的警示灯，要是开始有这些症状了，更应该赶紧

开始保护，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牙科医生
防牙齿衰老：一有时间就扣齿

山东省济南市口腔医院牙病防治指导中心主任医师 李明

每天一有时间，我就做叩齿运动。希望大家都来做做，只要坚持，相
信30～50年后，仍能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叩齿运动就是让上下牙空
咬，这样可促进牙周血液循环，使牙齿坚固而有光泽，还能防止牙齿松动
和脱落。

具体做法是闭上嘴上下牙互相叩咬、震动，发出声音，牙齿好的可以
重叩，牙不好的轻叩或轻重交替叩，每次叩齿数十下，一天叩齿次数不限。

耳科医生
防耳朵衰老：经常捏捏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耳鼻喉科 彭振兴

经常对耳朵进行揪拉、揉捏等按摩，能疏通经络，运行气血，达到防病
治病的目的。

按摩全耳，双手掌心摩擦发热后，向后按摩腹面(即耳正面)，再向前反
复按摩背面，反复按摩5～6次。此法可疏通经络，对肾脏及全身脏器均
有保健作用。

眼科医生
防眼睛衰老：办公桌上放个小鱼缸

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闵寒毅

眼干大多是因为空气干燥和用眼过度所致，在工作平台上放个小鱼
缸，能缓解局部空气干燥。工作半个小时，看看这些游动着的可爱的鱼儿
们，也有利于眼球的活动，一举两得。闵寒毅建议，鱼缸的开口可选大一
点的，鱼的颜色越多越杂，缓解眼干的效果就越好。

乳腺科医生
防乳腺衰老：多做扩胸运动

解放军305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 秦洪真

平时工作很紧张，抽出时间健身是很难的，我只能挤出时间运动。比
如，有助于乳房健康的扩胸运动我就经常做，并用走楼梯代替电梯，做家
务时动作加大，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临床心理科专家
防精神衰老：每天笑一笑放松心情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专家 郭蓄芳

五十多岁的人，动脉硬化每年血管都狭窄1%、2%左右，但你生气发
怒，一分钟动脉可能狭窄许多，情绪就这么厉害。

平时可以放一本平时喜欢的漫画图书在办公室抽屉里，累了就看看，
让自己笑一笑，心情就能得到放松。

转自人民日报

各科医生对自己擅长的领域那可是相当地了

解，所以才更能研究出有效、可用的保养密方。现就

来看看各科医生抗衰老的绝招！

最受骨科医生欢迎的运动
——游泳

即将开学，
家长们该如何准备

面对新年级，孩子

们如何调整？作为家

长要如何提前做好准

备？怎样才能帮助孩

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