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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节气一过，气温急转直下，根据
每年临床接诊的情况，老年人摔倒骨折
的风险将呈上升趋势。这跟冬天活动量
减少、衣着较厚、路面湿滑等环境因素相
关，也跟老年人日益退化的身体因素相
关。今天我们重点要讲的是骨质疏松的
问题。根据2018年骨质疏松流行病学
调查结果，我国65岁以上的人群不仅骨
质疏松人口比例高，而且对骨质疏松的
重视程度不够，50岁以上人群的骨密度
检测比例仅为3.7%。其实，无论男女，
从40岁开始就进入了骨量丢失前期，60
岁以后就面临骨折的威胁，中老年人应
及早加深认识、及早干预，十分重要。

过了40岁，骨量快速丢失 应对骨
质疏松，要遵循五个原则。一是增加骨
量，提高骨峰值；二是延缓骨量丢失；三
是抑制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四是
预防发生第一次骨折；五是合理膳食结
构和营养构成比，戒除不良饮食习惯，增
加钙摄入，参加适量运动，增加日照等。

根据这五个原则，缓解骨质疏松的
措施按年龄段可分为儿童、青少年阶段，
中年阶段和老年阶段，每个阶段的重点
不一样。骨质疏松的一级预防是从小做
起，要从儿童、青少年时期开始，到30—
35岁左右达到一生中的峰值骨量。人
到中年，此阶段的核心是延缓骨量丢失，
以尽量避免初次骨质疏松性骨折为目
标。女性40—49岁、男性40—64岁进
入骨量丢失期，女性骨量年丢失率为
0.4%—0.6%，男性为0.3%—0.5%。女
性绝经后进入骨量快速丢失期。除了采
取食补、坚持体育锻炼和良好的生活方
式外，需要额外补充维D、适量钙剂和骨
胶原。对于老年人来说，则是处于亡羊
补牢阶段，主要体现于抑制骨吸收、降低
骨转换率、防止意外受伤和骨折。可通

过补充钙剂、维D、骨胶原蛋白，在专科
医生指导下服用预防骨质疏松药物等方
式来补好骨骼健康短板，尽量避免发生
骨质疏松性骨折和再次骨折。

专家建议，60岁以后都加做骨密度
检测，尤其是骨质疏松高危人群，如体
型消瘦，长期腹泻，长期服用激素，高血
糖，甲状腺、甲状旁腺异常者等。如果
查出骨量丢失，应立即进行营养干预；
如果检查出骨质疏松，在遵医嘱用药的
同时，进行营养干预也十分重要。

增加骨量，就用复合骨胶原 如何从
根本上增加骨量，延缓骨量丢失？2007
年2月，中国医促会骨病防治专业委员
会举办了“复合骨胶原（Ⅱ型胶原蛋白）
对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学术研讨会。
大会上，专家一致认为，武汉和格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生产的和格牌骨胶原是复合
骨胶原（Ⅱ型胶原蛋白），能从根本上修
复骨骼、再生新骨、阻止骨流失、增强骨
密度，是缓解骨质疏松等营养代谢退行
性骨病的革命性产品，特授予其为中国
医促会“骨科专用产品”。和格牌复合骨
胶原（Ⅱ型胶原蛋白）拥有国家发明专利
（专利号：ZL02120433.0），能有效增强骨
密度，央视“走近科学”之《蛋白在进化》
对其进行了专题报道。

增强骨密度要选对复合骨胶原 根据
骨代谢生命周期，服用复合骨胶原，要使已
产生退变的骨骼有所改善，至少需3—4个
月。一些商家为迎合消费者早日康复的
心理，夸大宣传，声称骨病“几天内就能康
复”，这是极端错误的。请大家理性选购骨
骼保养品，勿被蒙骗，及早、及时补充复合
骨胶原（Ⅱ型胶原蛋白），切忌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中途放弃！现在购买有优惠，按年
购买更实惠！详情请联系指定电话
0731-84483088或13974837517。

应对骨质疏松，记住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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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葚煮鸡肾
缓解手脚冰凉

覆 盆 子 是 常 见 的 水
果，也可作为中药材，有益
肾固精缩尿、养肝明目的
功效。对于整天手脚冰凉
的女性，桑葚能帮上大忙。

推荐一个食疗方：取桑
葚、枸杞、红枣各 30 克，女
贞子 20 克，柏子仁 15 克，
菟丝子、覆盆子各10克，鸡
肾20个，老姜3片，葱3段，
米酒、精盐适量。药材稍
冲洗后，除鸡肾、红枣，其
余药材加水 6 杯用大火煮
沸，改小火煮至汤汁剩约2
杯时，去渣；红枣去核、药
汤备用；鸡肾洗净，放入沸
水焯烫，随即捞起沥干；炖
盅内放入红枣、鸡肾、调料
及药汤，加盖入锅蒸至熟
透（约20分钟）即可。

该食疗方中，最值得一
提的是覆盆子，它可用于调
治阳痿早泄、目视昏暗、须发
早白等症状。现代研究认
为，覆盆子含有抗氧化、调节
免疫功能和抗衰老等作用的
成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内科教授 蓝森麟）

“冬令进补，开春打虎”。
伴随着冬季的到来，膏方成了
养生人士的“心头好”。在不
少人看来，膏方不仅方便服
用，而且能够改善体质。但江
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医院肾
科主任孔薇提醒，未经中医体
质辨识便服用膏方，可能会适
得其反。

健康人士没必要服膏方

孔薇介绍，膏方能够帮助
患者调理亚健康状态，提高人
体免疫功能。但膏方虽好，却
不是人人都可以服用。“患有
感冒、肺部感染、肠胃不适等
疾病的患者不适合服用膏
方。”孔主任表示，只有在病情
稳定时，才能够在专业医生的

指导下服用膏方，否则膏方不
仅不能调理疾病，反而可能会
加重、延长病情。另外，身体
健康、强壮的人也不必为了养
生而服用膏方，因膏方主要针
对的是体质较差的慢性病患
者，病后、术后人群和亚健康
人群，这些人经过膏方调补，
能很好地改善不适症状，增强
体质。此外，男子性功能障碍、
女子月经不调、不孕症等人群
服用膏方，能起到保健美容功
效。对身强体壮的人来说，服
用膏方反而是多此一举。

服膏方不能盲目跟风

如今，无论是线上还是线
下店铺的膏方，都能够吸引大
批养生达人前来购买。但孔

薇指出，不能为了养生而随意
购买膏方。“服用膏方一定要

‘量体裁衣’，最好在专业医生
的辨证下开出一个最适合自
己的药方。”孔薇表示，直接在
店铺购买的膏方，其药材种类
及比例是固定的，也就等于

“万人用一方”，“膏方应当是
‘一人一方’，才能达到最佳的
调补、治疗作用”。孔主任提
醒，为保证服用到安全、有效
果的膏方，大家应到正规中医
院辨证论治，根据自身情况选
择膏方。另外，患者在服用膏
方期间需忌口，不吃辛辣刺激
的食物。若期间出现感冒、拉
肚子等不适症状就要暂时停
用，可以等到病情稳定、改善
之后再继续服用，或咨询专业

医生的建议。

选用药材并非越贵越好

许多人会认为，含有冬虫
夏草、阿胶、人参等名贵药材
的膏方效果会更好，但在孔薇
看来，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

“有些药材贵只是因为它稀
少，而不是因为它治疗、调理
身体的效果佳。”孔薇表示，效
果最好的膏方不在于其中的
药材有多名贵，而在于药材是
否针对患者的体质与病情。
以人参、阿胶为例，这类药材
主要用于补气益血，若是患者
体虚，那么便适合使用这些药
材，若是药材并不针对患者的
体质，使用这些药材反而会适
得其反。（摘编自《扬子晚报》）

膏方加名贵药材效果未必好

普通人也能练《易筋经》
了。日前，“古本易筋经十二势
导引法”传承教学基地落户湖
北省中医院，该院儿科、针灸
科、肿瘤内科、心内科等重点科
室的九位专家现场集体向上海
传承导引医学研究所所长严
蔚冰教授拜师，成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易筋经》是中国古老的

中医学导引养生法之一，传承
至今已有近 1500 年的历史，
在金庸小说中被称为“武林第
一绝学”。严蔚冰介绍，《易筋
经》并不神秘，它就是一套传
统中医引导的养生方法，能强
筋壮骨、固摄精气、濡养脏腑、
涵养心性。

“我们通常关注外在的清
洁和卫生，起床后要刷牙、洗

脸，经常洗澡，但体内的卫生
如何保障？中医认为，‘不通
则痛’，如果每天能抽一些时
间习练导引，疏导经筋，促进
气血循行，相当于给身体做

‘保洁’。”严蔚冰介绍，易筋经
导引法的动作难度不大，练习
不受场地、时间限制，很多动
作有调病功效，比如“韦陀献
杵势”，通过双手在胸前合掌、

向前推出、打开等几个简单动
作，配合呼吸，调理的是手太
阴肺经，经常练习能养肺，特
别适合于气喘、胸闷的患者。
（摘编自《楚天都市报》《东方
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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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易筋经给身体做“保洁”

1909 年 6 月
出生的黄长娇已

111岁，目前是深圳市年
龄最长的老人。

家人和保姆都认为，黄长娇之所
以能长寿，跟胃口好是分不开的。黄
长娇吃饭不挑食，特别喜欢吃海鱼，也
喜欢吃带骨头的排骨、鸡腿等。她每
天要吃四餐饭——早上一餐、中午一
餐、晚上一餐、半夜再加一餐。“她每天
凌晨三点钟都要起来吃饭，醒了就会叫
我起来给她弄吃的。”保姆何子娣说。

黄长娇的生活习惯也很好。早上
五点多一点就起床，起来后要出门走
两圈，六点多回到家里再躺床上休息一
会儿。她中午睡过午觉后，会去公园里
走一走。黄长娇还有健脑的妙招——
打牌。之前，她喜欢玩一种很窄的纸
牌，上面画有众多水浒英雄的模样。

黄长娇介绍，这纸牌
本是纪念梁山一百
单八好汉的，万字牌
中宋江为九万，因
宋江在当时的皇榜
赏银是九万贯。这
两年，黄长娇的视
力变差，就很少打
牌，把打牌的时间都用在运动和晒太
阳上了。（广东深圳 黄顺）

111岁婆婆每天要吃4餐饭

“跳绳两个多月，瘦了40斤……”
近来，网上出现各种减肥小视频，随之
带火跳绳减肥，不少网友跟着每天一
起打卡，某电商平台的跳绳销量近三
个月来增加明显。然而，武汉多家医
院的就诊数据显示，因跳绳导致膝关
节受伤的市民明显增多。

跳绳的确可以减肥瘦身，还可以
让全身肌肉匀称有力，同时能让呼吸
系统、心脏、心血管系统得到充分锻
炼。但是BMI体质指数（体重除以身
高的平方，体重按千克计，身高按米
计）大于25的超重人群，膝关节所承
受的压力已经高于正常体重人群，如
果再加上跳绳所产生的压力，会超过
膝关节的耐受限度，势必加剧膝关节

的退变与损伤。
中老年人能不能跳绳？对心肺功

能良好、躯体协调性较好的老年人来
说，强度合适的跳绳有助于减少骨质
流失，预防骨质疏松、骨折的发生，还
能刺激肌肉，减缓萎缩速度。但是，关
节不好、平衡能力差的老人不宜跳
绳。建议中老年人跳绳前测一测平衡
能力（单脚分别站立保持15—30秒）。
此外，老年人跳绳时幅度不宜过大，高
度不能太高；有慢性病的人跳绳前，一
定要征求医生意见。为了减轻连续跳
跃对膝盖的伤害，尽量不要在水泥地、
瓷砖、大理石地面上跳绳，最好选择软
硬适中的草坪、木质地板或橡胶操场。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欣）

有些人不宜跳绳减重

如果您身边有百岁老人，欢迎来
晒一晒。大家可以将百岁老人的生活
趣照（最好有自己与寿星的合影）、养生
经验等连同联系方式，一起发送到邮箱
375215700@qq.com。一经采用，稿酬
从优。您的作品还有可能被结集出书，
向本报全国百万读者进行推介。

晒晒身边的百岁寿星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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