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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的一年，有人欣喜“又長大了一歲”，有人則感歎“又

老了一歲”。

《自然·醫學》雜誌的一項研究發現，衰老並不是勻速發

生的，人的一生都有三個年齡衰老的轉捩點，也就是很多人說的

“斷崖式”衰老。

研究人員分析了 4263 名 18—95 歲人群的血漿樣本，通

過對血液中蛋白質含量變化的研究，發現有 1379 種蛋白會隨著

年齡的增加而發生變化，并在 34 歲、60 歲、78 歲出現極峰。

撰文：李劼    繪圖：楊佳

簡單 4 種按摩手法
讓你“腎”氣淩人

中醫認為，腎為先天之本，五臟六腑

之本，主宰著人的生長發育、生殖、臟腑

氣化、還有全身的水液代謝功能，可以說

“腎氣”決定著人的生老病死。人一旦腎

氣不足，就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接

下來，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推拿

科主任中醫師賈超就為大家介紹老年人腎

氣不足的日常表現，并推薦調養腎氣的按

摩方法。

腎氣不足的表現包括：
1. 夜尿頻多

腎氣調節著人體的水液代謝，當腎氣

不足就會失去固攝力，出現小便頻多的現

象，尤以夜間為甚。雖有便意，但量少次

數多。這當然與膀胱氣化也存在關聯，恰

巧腎與膀胱又相表裏，兩者密不可分。

2. 健忘

當人上了年紀，記憶力明顯下降，這

與腎的機能下降成正比，明明剛說過的

話，做過的事，轉眼就忘得乾淨。這與髓

海虧虛有著密切關係，腎氣虛則無法生髓，

髓空則不能滋養腦竅，腦竅失養則表現為

健忘。

3. 腰膝酸軟、乏力

年紀大的人總是感覺腰背酸痛，膝

蓋無力，甚至上下樓梯都費勁。有些人

還覺得每天沒精神，即使好好休息也會

覺得乏力。這同樣與腎氣虧虛有著密切

的關係。腎主骨生髓，髓空而骨軟，再

加上腰為腎之府，所以腎氣虛者，腰膝

酸軟。

4. 耳聾、耳鳴

許多老人都出現過耳聾、耳鳴的現象，

這與腎有很大關聯。腎開竅於耳，中醫認

為腎氣充盈則聽覺靈敏，反之耳鳴、耳聾。

耳與腦相通，腦又連髓，腎氣虛了，髓無

法上養於腦，腦失養，竅不通，易致耳聾、

耳鳴。

想要補充腎氣，可以多做以下
幾種按摩：

1. 掌擦命門穴

命門穴位於腰部正中第二腰椎棘突

下，老百姓稱之為長壽穴，即可以補腎陰

也可以補腎陽，具有強腎固本、壯腰膝、

延緩人體衰老之功效，對腰痛、手腳冰涼、

四肢乏力等很有益處。

操作方法：用兩手掌重疊橫擦腰部命

門穴以感覺發熱為度，然後以手掌搓熱捂

住兩腎反復三至五次。

2. 揉湧泉

湧泉穴位於足底，第二、三蹠趾縫紋

與足跟連線的前三分之一與後三分之二交

界處，具有治善忘、安神、通關開竅、醒腦、

固真氣的作用。

操作方法：用一手拇指指腹輕揉對側

腳湧泉穴，動作宜輕，輕為補法，每次兩

分鐘。也可以使用手掌心搓熱對側腳湧泉

穴的方法，以透熱為度。

3. 敦踵法

敦踵就是踮前腳掌抬足跟後落下，中

醫傳統鍛煉功法八段錦的背後七踮百病消

就是如此。

操作方法：兩足平行，身體直立，收

腹，兩手自然置於體側，吸氣時踮前腳掌，

抬足跟，保持身體平衡。

4. 鳴天鼔

鳴天鼔是流傳已久的傳統強腎按摩

療法，腎虛則常有耳鳴、失眠、健忘等

症狀，經常做鳴天鼔可養神通腦竅，治

耳鳴。

操作方法：身體放鬆直立，兩手心

掩耳，然後用兩手的食指、中指、無名

指分別輕敲腦後枕骨，發出如同擊鼓的

聲音。堅持每天下午五點到七點腎氣鼎

盛時，每次擊打 64 次。

34 歲後
各種疾病風險開始增加

34 歲後，我們不僅在經歷衰老，也

在面對更多的疾病。很多人最明顯的變

化是體重增加了、血脂升高了、腰圍變

粗了。以前 20 多歲年輕時怎麼吃也不胖，

現在吃一點就長肉。以前年輕時怎麼熬

夜追劇、玩遊戲，第二天就可以恢復，

但 30 多歲後，身體明顯不能支持你像年

輕時“肆意”地熬夜追劇。同時體檢各

項指標也開始出現異常，各種疾病的風

險開始增加。

60 歲後
身體全面進入衰老階段

雖然說不少人對於超過 60 歲就被稱

為老年人並不滿意，但我們不得不承認，

50 多歲時還可以拼一拼，60 歲以後就開

始力不從心。不僅僅是身體上的衰老，心

態上也會有明顯變化。所以，60 歲後全

面進入到了衰老的階段。60 歲之前是一

個“量變”的過程，如果沒有做好養生保

健，60 歲之後身體就可能會發生“質”

的變化，反之，對於延緩衰老是有明顯效

果的。

78 歲後
進入健康壽命的“拓展期”

來自健康中國行動推進委員會辦公

室的數據顯示，截至 2018 年底，中國的

人均預期壽命是 77 歲，但是大約有 8 年

的時間帶病生存。超過 1.8 億老年人患有

慢性病，患有一種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

達 75%。所以，人到老年必須重視慢病

的管理，儘量提高自己的健康預期壽命。

在這個年紀階段，其實算是壽命的“拓展

期”，年輕時基礎打得比較好，老了“拓

展”的能力會更強。

雖然沒有人能青春永駐，但卻可以讓

自己老得慢一點。人體衰老也有時間表，

如果能及早預防衰老，那你就會看著比別

人年輕。

1. 預防肺部衰老——及時戒煙

煙草是導致肺部疾病的主要兇手，不僅是

主動吸煙者，長期吸“二手煙”“三手煙”的被

動吸煙者，肺部疾病的發生率也更高。

2. 預防大腦衰老——勤用大腦

感覺大腦反應越來越慢？記憶力也越來越

差？學習新知識的能力也在下降？這提示你的大

腦開始衰老了。

其實，大腦是一個用進廢退的器官，經常

用腦會使腦血管多處呈擴張狀態，使腦組織有足

夠的血液、營養供給，從而為延緩大腦衰老提供

物質基礎。

3. 預防肝臟衰老——保持體重

俗話說，肥胖催人老！這並不是毫無依

據。2014年，研究人員首次發現，肥胖可以

加速個體機體肝臟的老化速度，

體重指數（BMI）每增加10，肝臟的表觀

遺傳年齡就會增加3.3年。比如，一位身高1.65

米、體重為63.5公斤的女性BMI為23.3，另一

位與她身高相同，但體重為90.7公斤的女性

BMI為33.3，後者的肝臟就會比前者的肝臟衰老

超過3年。

4. 預防骨骼衰老——多曬太陽

骨質疏鬆症的發生與基礎骨量積累和年齡

增大後骨量流失密切相關。如果年輕能積累好骨

量基礎，年長時少流失一些，骨頭自然也就牢固

一些。

預防骨質疏鬆的簡便方法就是曬太陽，陽

光中的紫外線有助於維生素D3的合成，從而促

進骨骼的生成。不要隔著玻璃曬，在中午前後曬，

每天半小時就可以。

另外，有人擔心過度曬太陽會導致皮膚老

化，對此專家建議盡量在秋冬季適當曬太陽，紫

外線強烈的季節避免過多的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時記得擦防曬霜。

5. 預防肌肉衰老——適量運動

肌肉也是“用進廢退”，因此，長時間不運動、

久坐久臥，會出現肌肉流失、萎縮、功能退化，

這也是年輕人肌肉不足的主要原因。

要讓肌肉不流失，首先要適當運動，進行

有氧運動加抗阻訓練，如啞鈴、拉力帶等力量訓

練，但一定要量力而行，避免拉傷。同時調整飲

食，保證充足的優質蛋白的攝入。

最後，衰老並不可怕，生老病死是每一個

人都會經歷的過程，真的想防衰老或者延緩衰老，

還是要做更多有益身體的事情。

哪怕是多走幾步，哪怕是從今天開始戒煙，

少吃重口味油膩的食物，不要吃太鹹，也不要吃

得太甜，這些都是保護身體的好方法。

有效地延緩衰老，根本沒有什麼靈丹妙藥，

最重要的就是和自己的欲望做鬥爭，別太懶，也

別太貪婪。

■ 溫馨提示

長壽密碼

談筋
論骨

 談談人生的 3個
“斷崖式”衰老轉捩點

深冬時節，驟降的氣溫和蕭瑟的寒

風，讓不少膝骨關節病患者的膝蓋都開

始隱隱作痛，其中就包括膝骨性關節炎。

廣東省中醫院大骨科醫生候宇介紹，此

病俗稱“老寒腿”，雖然帶了一個“寒”

字，但還真不是“凍”出來的毛病，是

病根在軟骨的一類疾病，寒冷只是其中

一個誘因。

“老寒腿”帶一個“老”字，被認為

是一種常見的老年病，不過，近年來卻成

為 80 後、90 後年輕人的多發病。尤其是

現在年輕人超重的情況越來越多，膝關節

負重越多，軟骨磨損的幾率越大。對於女

性來說，經常穿高跟鞋走路，對關節的損

傷也很大，加上腿部肌肉力量弱，就容易

誘發“老寒腿”。此外，司機、重體力勞

動者、運動員、模特等，由於職業原因導

致膝關節磨損多，也容易誘發“老寒腿”。

除了穿上厚厚的秋褲保暖膝關節外，

還有哪些方法能夠幫助膝蓋抵禦強大的

冷空氣呢？

今天，就給大家推薦一個中藥熏洗

的良方。

中藥熏洗改善氣血運行
材料：艾葉 30 克、徐長卿 30 克、

透骨消 30 克、防風 30 克、寬筋藤 30 克

做法：正常煎煮約 20—30 分鐘，加

適量涼水稀釋至溫度適宜；

將藥液導入盆中，雙腳泡入，用毛

巾搭在膝關節上，用杯子乘取藥液淋在

毛巾上，反復進行；

盆中藥液溫度下降後，可燒一壺開

水適當添加，注意保持溫度；每天進行

1—2 次均可，沒有嚴格次數限制，每次

泡洗約 20—30 分鐘為宜；結束後迅速將

膝關節及足部等部位擦乾，穿好衣物、

襪子，做好保暖措施。

功效：一是可以減輕膝關節酸軟疼

痛，對於膝關節病的患者而言，無論是

在關節的發作期還是平時緩解時期，堅

持熏洗都能有效地改善氣血運行狀況，

減輕膝關節炎酸軟疼痛的症狀。

其二可促進踝關節扭傷恢復，同時，

其對踝關節扭傷的後續恢復、足底疼痛

等都有一定效果。

注意事項：該方不適用於腿部存在腫

脹或痛風性關節炎的患者。

由於老年人對溫度的敏感程度會退

化，在為老年人準備熏洗藥液時，請務必

親自嘗試水溫是否合適，避免造成燙傷。

居家運動緩解關節不適
“老寒腿”發作時，患者常出現關節

僵硬、疼痛、畏寒等症狀，除了要及時就醫外，

還可以居家通過以下方法緩解不適症狀。

取坐位，兩手扶膝，然後依次做下

面這些動作：

1. 兩只手的手心護在膝蓋上，同時

向外按摩膝蓋骨的周圍 36 圈，再向內按

摩 36 圈，以膝關節內有熱感為佳。2. 雙

拇指尖按壓兩側內膝眼 10 下，再於兩側

外膝眼按壓 10 下。3. 用拇指尖在膝蓋骨

周緣找壓痛點，在壓痛點上點按，每一壓

痛點壓 5—10 下。

需要提醒的是，並非所有的腿疼都

是“老寒腿”，風濕性關節炎、類風濕

性關節炎這兩種疾病也會導致腿疼，因

此一旦出現腿疼的症狀，千萬別拖延，

趕緊到正規醫院去診斷治療。

降溫膝蓋疼？熏洗按摩安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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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 6 件事，衰老來得慢一點

今日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