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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眼中，做家务是一件费时耗力的烦
心事。但如果说，扫扫地、做做饭就能防病养
生，你还会排斥家务吗？

做家务弥补运动不足

近年来，“懒人经济”全面爆发，扫地机器
人、擦窗机器人、洗碗机等大行其道，生活服务
行业也逐渐兴起。数据显示，我国家政服务用户
规模已超 1000 万，网络即时配送用户规模达 3.55
亿，外卖用户更是超过 4 亿……科技进步与服务完
善为“偷懒”提供了便利。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居民做家务的时间和参
与率逐渐下降。据国家统计局 《全国时间利用调
查公报》，2018 年居民家务劳动平均时间为 1 小时
26 分钟，较 2008 年减少 36 分钟；其中，男性平均
时间为 45 分钟，减少 17 分钟，女性为 2 小时 6 分
钟，减少 54 分钟；2018 年居民家务劳动参与率仅
为 58.5%，而 2008 年时高达 75%。同时，国人运动
量也十分令人担忧。过去 30 多年，国人体力活动
量下降了 50%。《2020 年中国人健康状况报告》也
显示，相较于 2019 年，国人每日人均步行减少了

22%，仅 2%的人每天能达到理想情况。虽然该数
据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多数人体力活动水平较低
是不争的事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唐文
彬告诉 《生命时报》 记者，一方面，大家平时忙
于工作，拿不出大块的时间去锻炼，到了周末也
很少主动锻炼，只想宅在家里“恢复体力”；另一
方面，有些地区运动设施有限或空气污染严重，
尤其对身体不好的老人来说，缺少良好的运动环
境。

做家务或许是一个两全其美之策。近日，《英
国医学杂志》 刊登的一项最新研究，将参试者分
为两组：21~64 岁的“年轻组”，以及 65~90 岁的

“年长组”，调查显示，仅 36%的年轻组和 48%的
年长组能通过休闲体育活动达到推荐运动量；而
61%的年轻组和 66%的年长组通过做家务就能实现
这一目标。西安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教
授苟波也表示：“在健身方面，条条道路通罗马，
不仅包括有目的的体育锻炼，也包括日常体力活
动，比如做家务就可以很好地弥补运动不足。”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扫地、拖地、吸尘等
家务接近中等强度活动，与中等速度步行 （5 公
里/小时） 的强度相当。以体重 50 公斤的女性活动
30 分钟为例：洗碗、熨衣服能消耗 47 千卡，遛狗
约消耗 80 千卡，做饭能消耗 86 千卡，收拾浴室、
拖地、扫地约消耗 91 千卡，洗衣服可消耗 105 千
卡。但要想通过运动消耗 100 千卡，则需要慢跑 15
分钟、跳操 20 分钟、俯卧撑 25 分钟。对比起来，
做家务要轻松得多。唐文彬认为，如果运动两三
天就嫌苦嫌累，经常因为运动不当造成身体损

伤，或由于年龄因素在跑步、爬山时常常感到疲
劳，不妨将家务作为一种体育锻炼。“场地”就在
家中，无需刻意挤出大块时间，适合作为“懒宅
一族”和老年人的“运动处方”。

有益身心，防病延寿

上述新研究还发现，做家务有利于增强记忆
力、注意力和腿部力量：与不做家务的人相比，
从事轻量或繁重家务的人认知得分分别高出 8%和
5%；其中，繁重家务与注意力得分提高 14%相
关，轻量家务可使短期和延迟记忆提高 12% 和
8%；做繁重家务的人腿部力量和协调力得分，分
别比轻量家务组高 8%和 23%。这里的轻量家务包
括洗衣服、擦灰、铺床、晾衣服、熨烫和做饭，
繁重家务包括擦窗户、擦地板、吸尘以及装修等
活动。

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黄改荣分
析，做家务需要规划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思考哪
些可以一起进行，同时还要注意细节，非常考验
记忆力、注意力，有助提高认知能力，在一定程
度上预防老年痴呆症。今年 4 月发表在 《老年医
学》 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花更多时间从事家务的
老年人大脑容量更大，特别是额叶、海马体等与
记忆、认知有关的区域。此外，做家务要不停收
缩肌肉、活动关节，可提高运动能力，使身体更
灵活，降低跌倒风险。《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上一
项针对 5000 余名健康老人的调查显示，做家务可
使老人“走得慢”的风险降低 60%，而中、高强
度体育运动仅能使“走得慢”的风险降低 14%和
18%。

做家务好处不止于此。《美国老年医学会杂
志》 上一项涉及 6000 多名女性的研究显示，与基
本不动的人相比，每天从事 30 分钟轻量家务可使
死亡风险降低 12%。荷兰鹿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研
究发现，常做家务的女性，比其他女性多活 3 年，
做家务的男性平均延寿 1 年，其中常做园艺的男性
能多活 2.7 年。黄改荣表示，如果不积极锻炼，活
动能力会随年龄增长而大不如从前，机体退行性
病变会导致晚年出现严重的肌肉萎缩。做家务之
所以能延寿，主要是因为它能锻炼骨骼肌。研究

显示，运动后，骨骼肌会产生白细胞介素-6，同
时能刺激肾上腺分泌皮质素，两者都具有抗炎作
用。

做家务还能促进心理健康及人际关系。美国
对行动不便的慢病老人调查发现，收拾房间等家
务会让他们感受到自身价值，有助形成积极心
态。生气郁闷时，做家务还可以消耗力气、释放
压力和怒气，等物品被清理干净、房间整整齐
齐，看在眼里心情都变好了。唐文彬指出，大多
数家庭里，妻子都会抱怨丈夫不做家务，如果夫
妻俩能一边做家务一边聊天，反而不会觉得累，
甚至能融洽家庭氛围，幸福感倍增。

遵循三点原则

“做家务虽好，也要量力而行。”苟波提醒，
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1.避免长时间重复同一动作。不建议将家务攒
到周末一起做，每天做 30~50 分钟，感到有一点点
累、微微出汗气喘的强度比较合适，同时还要避
免长时间做同一项家务。以洗碗为例，如果只是
两三人用的碗，一次性洗完问题不大，但若遇上
特殊节日或家人较多，长时间流水线一样地重复
洗碗动作，可能会导致颈、肩、腰部肌肉劳损。
不妨和家人分工合作，一个刷一个涮，缩短洗碗
时长。

2.尽量选择适合的家务。通常来说，男性适合
更换饮水机桶装水、洗车、擦地等繁重家务，女
性适合刷碗、叠衣服、买菜、择菜、扔垃圾等轻
量家务，但也要根据自身状况来定。例如，有网
球肘的人不适合抱孩子、拎重物，有椎间盘突出
的人不适合做需要长时间弯腰的家务，以免加重
病情。

3.给老人发挥余热的机会。老人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有益身心健康，但患基础病的老人不适合干
太过繁重的家务，也不适合做拖地、爬高爬低换
灯泡、站在高处擦玻璃等有跌倒风险的家务，建
议选择洗小件衣服或碗筷等运动量不大但能活动
身体的；情绪差的老人可以经常出门逛逛超市、
遛遛狗，增加社交机会，愉悦身心；记忆力差的
老人可以选择做饭或织毛衣，因为择菜、切菜、织
绣等动作能锻炼手部精细能力，对大脑产生良性刺
激，相当于日常认知功能训练，有助降低患老年痴
呆症的风险。需要提醒的是，老人做家务时尽量不
要有快速的体位变化，不要饿着肚子干活，注意劳
逸结合，以免出现高血压、晕厥等问题。

最后，苟波强调，虽然做家务可以起到促进
健康的作用，但对锻炼肌肉的针对性并不强，不
能完全替代体育锻炼。如果时间及条件允许，建
议大家还是要进行规律的专门运动，每周最好能
保证做 150~300 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以及 2~
3 次力量练习。“若专门运动的时间不足，才可以
退而求其次，通过适当增加家务劳动来达到运动
目标。”

对上班一族来说，白天忙碌，晚上终于有属
于自己的时间了，特别不舍得入睡，刷剧、看小
说、玩游戏……时间一下就到了后半夜。睡眠是
人恢复精神和体力的重要途径，夜间睡眠质量直
接影响情绪和身体健康。长期熬夜折磨的不只是
身心，还会让血管悄然变硬。

美国 《神经病学》 杂志上刊载的一项针对 50
万人、随访长达 10 年的研究发现，熬夜失眠是心
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每周至少 3 天出现早醒、
入睡困难或睡眠维持困难、白天困倦等症状的成
年 人 ， 发 生 心 血 管 病 的 风 险 分 别 为 7% 、 9% 、
13%。美国麻省总医院及哈佛医学院研究人员对小
鼠展开的实验也得到了相同结论，长期睡眠片段
化 （睡眠中断或不足） 的小鼠更容易焦虑，会产
生更多炎症细胞，并会形成更大的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

如今，不仅年轻人习惯熬夜，不少老人也会
由于身体等原因熬夜晚睡。临床发现，几乎所有
冠心病或严重血管硬化的患者，都有吸烟和熬夜
等陋习，这对血管非常不利。无论是主动还是被
动，长期熬夜容易扰乱生物节律，导致交感神经

兴奋，人体内的儿茶酚胺类物质分泌增高，会促
进炎症反应，导致高血压、冠心病、心衰及心律
失常等心血管病的发生与发展。而且，人体内的
肾上腺皮质激素在夜间睡眠时才会分泌，它有抗
炎、抗过敏，降低某些收缩血管活性物质的敏感
性，使微循环血流动力学恢复正常，改善毛细血
管通透性等作用。当这种激素水平因熬夜分泌过
少时，人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导致动脉弹性降
低，并逐渐变硬。

熬夜会加速健康人的血管变老变硬，会让已
有心血管病的患者病情反复发作，对心脏和大脑
都有伤害。可见，保证充足优质的睡眠对全民都
无比重要。建议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每天
晚上睡眠 8~10 小时；30~60 岁的人群每晚要睡足
6~7.5 小时，以保证身体得到充分休息，白天精力
旺盛；60 岁以后，夜间应保证 6 小时睡眠。不管
睡多久，都应保证早点上床，“酝酿”睡意。中医
认为，子时 （晚上 23 时至凌晨 1 时） 的睡眠最重
要，此时阴气最盛，阳气衰弱，应尽量做到“阳
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若晚上 23 点还不睡觉，
体内的阴阳交接不能顺利进行，血不归肝，肝失
所养，不仅会出现口干、口苦、食欲减退、精神
疲乏、皮肤粗糙等外在表现，内在还会有筋脉失
于濡养，血管硬化等隐形表现。

有晚睡强迫症的人，不妨试试下面几招。第
一，培养睡前习惯。睡前用特定的行为取代强迫
性晚睡的行为。比如洗漱、泡脚、听一些舒缓轻
柔的音乐、调暗室内灯光、将手机拿出卧室。第
二，平复情绪。睡前不要一直看手机或情节跌宕
起伏的视频节目，以免心绪不宁。第三，自我放
松。睡前冥想有助全身放松，调节睡眠。第四，
若规律生活一段时间仍不见效，睡眠长期存在问
题，要去权威医院相关科室接受正规全面的检
查，以便及早进行治疗，不要滥用药物。

我们都知道，生活方式对心脑血管病的影响很大。
然而，保护心脏不一定要对生活“大刀阔斧”地改变，一
些简单的调整就可能受益终身。近日，美国纽约公共卫
生学院专家詹妮弗就分享了她的一些护心生活习惯，
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条就是——每年洗两次牙。

詹妮弗表示，牙齿和牙龈健康与心脏病密切相
关。早在 2005年，导致牙周病的常见细菌就被发现，
它同时存在于冠心病病灶的斑块组织中。2019年，欧
洲牙周病学会和世界心脏联合会发表共识指出，罹患
牙周病与多项冠心病风险因子升高有关。临床也发
现，与牙周健康者相比，患有牙周炎的人更易发生心
脑血管不良事件，而经过牙周治疗后，血液中多项心
脑血管病风险因子和指标都会降低，若能进行规律牙
周基础治疗，有利于降低心脑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

因此，要想预防心脑血管病，一定要保持良好的
口腔卫生习惯。首先，每天保证两次正确有效的刷
牙，每次刷牙时长至少 3 分钟。推荐采取巴氏刷牙
法：选用小头软毛的牙刷，将刷毛放置在牙颈部的牙
龈沟附近，向牙根的方向倾斜，轻轻加压的同时，做
水平方向、小幅度震颤运动，这样可更好地清理牙龈
沟及牙齿缝隙中的污垢。

其次，牙线或牙缝刷必不可少。这两种工具能更
彻底地清理牙缝，大家只要按照牙缝大小和使用习惯
选用适合自己的即可。目前市面上新兴的冲牙器，可
利用水流的压力冲去污物，大家可将其作为辅助清洁
工具，但绝不能替代刷牙和使用牙线。

再次，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很必要。如果口腔没有
任何不适症状，建议每半年进行一次常规口腔检查；
若已经出现牙龈出血、肿痛、口腔异味、牙缝增大等
症状，建议尽早到医院就诊，酌情进行规律的牙周治
疗。洗牙是牙周治疗的第一步，常见的牙龈炎或已经
控制稳定的牙周炎患者，可每半年洗一次牙；若病情
较重，要遵医嘱进行更频繁的定期牙周复查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