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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会意识到，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
往往会伴随衰老的进程发生变化，“说话不流利”

“看到东西叫不出名字”“耳朵不好使”……是很
多人对变老的描述。在上海教育出版社最新出版
的 《变化的头脑：语言如何延缓衰老》 一书中，
美国孟菲斯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杰·克鲁兹和理查
德·罗伯茨博士提到，衰老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时
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人为主动干预也很重
要。人们可以通过语言的学习与使用，影响认知
衰老过程，促进大脑健康，甚至延长寿命，提升
生活质量。

语言越用，大脑越灵
“语言是认知功能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认知障碍湖南省
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沈璐表示，认知功能是人认识
外部世界的能力，包括记忆能力、计算能力、执
行能力、注意力、语言能力和定向能力 （包括空
间、时间和人物关系）。临床上，有部分痴呆患者
的记忆力并没有问题，而是语言出现了障碍。如
命名障碍，即患者知道杯子是用来喝水的，但就
是叫不出名字；还有患者语言表达混乱，不流

利，很难说出一句完整的话，针对这些患者进行
语言训练可以起到一定缓解和改善。也就是说，
听说读写的训练，对认知功能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美国著名的“修女研究”发现，个体早期的
语言能力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风险有关。
早年语言功能越发达，思想逻辑深度越深，晚年
认知功能也就保持得越好，发生老年痴呆的风险
更低。

人类的大脑发育一般在 20~40 岁达到顶峰，从
40 岁开始，大脑神经细胞 （神经元） 数量逐步减
少，从而对记忆力、协调性及大脑功能造成影
响，大脑的体积也逐渐缩小。北京老年医院精神
心理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痴呆与
认知障碍学组委员吕继辉告诉 《生命时报》 记
者，从生理上来看，人的记忆力、反应能力和执
行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不可逆的下降，
但语言能力并不是和身体一同衰老，反而越用越
发达。

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都说明，年龄不会
削弱人们讲话、写作和学习新词汇的能力，甚至
理解、运用和创作语言的能力在老年阶段能得到
很好的发展。如，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在 37
岁才写出第一部作品，在 82 岁高龄时拿下了诺贝
尔文学奖；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到 59 岁才出版第
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山东作家姜淑梅从 60
岁才开始学文识字，74 岁出版首部著作，随后在
七八年内连续出版了 5 部作品……

听说读写影响大脑健康
听说读写伴随人们一生，不仅给人们带来认

识和性格等方面的影响，还会影响大脑健康。
听，加强认知弹性。身体衰老最明显的表现

之一就是听觉下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耳鼻
喉科专家发现，有听力损失者，听力与认知能力
会加速下降 30%~40%。沈璐表示，听觉是大脑语
言传入的重要渠道，听力下降导致认知功能加速
损伤的原因可能有：一是导致听力恶化的疾病可
能同样伤害认知；二是听力下降减少了大脑关键
区域的刺激，加速神经退化；三是听力下降影响
信息获取，消耗认知储备。《美国医学杂志》发表
的一项研究发现，说话时只要有人听，大脑就会
有更强的认知弹性，对四五十岁的人来说，听众
少的人的大脑比听众多的老 4 岁。

说，锻炼大脑灵活性。说话对大脑是种良性
刺激，有助保持大脑活力。吕继辉表示，如果一
个人离群索居，没人说话交流，不仅说话能力会
慢慢退化，也会出现孤僻、社交隔离等，从而降
低认知功能。在临床上，部分痴呆患者也是说话
能力出了问题，如表达不流利、找词困难、命名
障碍。其中，找词困难是典型认知障碍问题，突
然想不起来熟悉的事物、人名，还要专有名词和
物体名称。有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大声阅读指令
时，往往比那些默默阅读指令的人更能集中注意
力、工作表现更好。如果需要记住大量信息，特
别是书面上的信息，大声朗读是最佳的方法。

读，增强脑力。阅读时，大脑必须协调众多
的知觉和认知功能，包括基本视觉技能、语音感
知、长时记忆和工作记忆。吕继辉表示，阅读时
除了关注当前看到的信息点 （故事背景、人物、
细节等），还要联系之前看的内容。每本书都有上
亿个信息点，大脑需要不断记住这些信息，并将
其储存起来，最终使记忆力得到增强。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对平均年龄 76 岁的老人进行大脑
扫描发现，从小就开始阅读，可预防阿尔茨海默
病。美国拉什大学医学中心研究显示，经常读书
看报的老人，脑力下降危险比一般人群低 32%。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主导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
现，每天至少读书 30 分钟的人比不读书的人平均

寿命延长近两年。还要提醒的是，这种阅读的载
体是纸质书，而非电子产品。

写，强化记忆。写字能够激活大脑的运动区
域、视觉区域和认知区域。“而写作，调动的不仅
仅是认知，还包括身体的运动功能。”沈璐表示，
写作是对记忆的强化，在遣词造句的过程中，思
维和身体都得到很好的锻炼。美国犹他州立大学
老年医学家发现，一生坚持写日记的人，患认知
障碍的风险降低 53%。

需注意，语言的听、说、读、写四个维度可
相对独立运转。例如，中风患者可能丧失阅读能
力，但其理解语言和说话的能力不一定受损，甚
至还可以继续书写。语言能力“用进废退”，在正
常衰老过程中也会下降，但保持和锻炼语言能
力，可以优化认知功能、对抗衰老。

语言锻炼从小事积累
跟体能锻炼一样，语言锻炼也要坚持，尤其

是老年人。专家建议从以下几点做起：
保持听力。出现听力下降时，应及时就医或

配助听器；平常多听舒缓、熟悉的音乐或年轻时
代故事，唤醒愉悦记忆。多伦多大学等机构的研
究证实，反复听有意义的音乐会对轻度认知障碍
或早期阿尔茨海默病产生有益的脑可塑性。

主动多交流。老人在生活中要多与家人沟
通，比如，看完电视和家人一起讨论剧情，既锻
炼记忆力，又增进感情；多参加社交活动，如演
讲比赛等，锻炼语言能力；保持良性社交，拒绝
赌博、酗酒等不良社交行为。

坚持阅读。建议老年人多读书看报，每周至
少坚持 3~5 天，每天至少阅读 30 分钟，一方面可
以帮助记忆文字和知识；另一方面可了解最新信
息，不与社会脱节。阅读的材料要科学且稍具挑
战性，以能调动老人思维或学习到新知识为宜。

养成写作的习惯。培养写日记、抄写感兴趣
的诗歌或文字等习惯，不仅锻炼写作能力，还对
执行工作、运动功能有很好的锻炼。老人还可以
定期看写过的日记，唤起回忆，锻炼记忆功能。
焦虑、抑郁患者平时多写，也能减轻情绪紧张症
状。

尝试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纽约大学的一项新
研究表明，学习第二语言除了增强认知，还可开
阔眼界，增添生活乐趣。专家提醒，听说读写能
力的下降往往提示出现认知功能障碍，每一个功
能的变化都可能是一些疾病的信号：1.语言流畅能
力下降，可用语言流畅性测试自查，即在 1 分钟时
间尽可能说出水果、蔬菜或动物的名字，大专或
本科以上学历说出 14 个才算合格；高中学历 12
个；初中学历 11 个；小学及以下要说出 10 个。2.
找词困难、听不懂别人讲话，如看电视跟不上剧
情；3.说话简单重复，讲完下一句就不知道上一句
说的是什么；4.写字或阅读有困难，复杂的字写不
上来，看不懂报纸。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应引起
重视，到记忆门诊或认知专科就诊。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庭，要说其中最特别的，
当属维生素B12，它是唯一一种含有金属元素的维生
素。维生素B12含有金属钴，因此又被称作钴胺素。

19 世纪 50 年代，英国科学家报道了一种恶性贫
血病，患者饱受贫血和高死亡率的折磨。此后几十年
间，科学家们始终无法找到这种贫血的病因。直到
1926年，哈佛大学三名科学家发现，大量食用动物肝
脏，能够彻底治愈这种贫血；此后医生们临床上开始
使用浓缩的肝提取物治疗贫血，挽救了许多生命。
1948年，美国和英国的两组学者各自从肝脏中成功分
离出一种红色晶体，才解开了动物肝脏能够治愈贫血
病的谜团。这种物质最终被命名为维生素B12，其红
色正是来自金属钴的颜色。

维生素B12在人体内主要作为辅酶参与各种生化
反应。维生素B12与叶酸有着密切联系，两者互相激
活，或互相配合，共同在DNA的合成和含硫氨基酸的
代谢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维生素B12是维护神经鞘所
必需的因子，而神经鞘是包在神经纤维外面的重要保
护层，故而维生素 B12 常被认为是营养神经的维生
素，它也参与脂肪酸和某些氨基酸的降解。

维生素B12的典型缺乏症是恶性贫血。由于叶酸
的活化需要维生素 B12 的参与，维生素 B12 不足时，
叶酸无法活化，导致DNA合成减慢，红细胞不能正常
分裂成熟。给予大量叶酸可以纠正恶性贫血症状，但
会掩盖维生素B12不足引起的神经纤维变性问题。老
年人缺乏维生素B12可导致神经传导功能下降，记忆
力减退，空间认知下降等问题，严重时会导致不可逆
的神经损害，甚至瘫痪。虽然维生素B12非常重要，
但人体对它的需求并不高，每天的需求量仅以微克
计。只要每天能够摄入均衡且足够的食物，一般不会
出现缺乏。

维生素B12主要来源是动物性食物，包括肉类、动
物内脏、鱼、贝类、蛋等。乳制品含量相对较少，而植物
性食物基本上不含有维生素B12。因此素食者通常是维
生素B12缺乏的高危人群，应当注意额外补充。

说起排骨，大部分人的
第一感觉是“香嫩多汁”，肥
而不腻。但实际上，排骨是
一种高脂肪食物，吃多了很
容易胖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 养 与 健 康 所 研 究 员 张 倩
说，跟牛羊肉相比，猪肉的
脂肪含量较高，即便是纯瘦
肉，含量也接近 8% （8 克/
100 克）。而我们平时喜欢吃
的猪小排 （可食部 70%），每
100 克肉所含的脂肪高达 25.3
克，比吃起来口感肥腻的猪
肥肠 （脂肪含量 18.7 克/100
克） 还要肥。因此，吃排骨
一定要控制好量，每次三四
块即可，并且烹调时最好避
免用红烧、糖醋或油炸等方式，以免摄入过多烹
调油、糖等高能量调味品，增加发胖风险。蒸和
煲汤都是比较好的烹饪方式，比如豆豉蒸排骨、
芋头蒸排骨、冬瓜排骨汤、萝卜排骨汤、莲藕排
骨汤等。从肉质口感来说，靠近肚腩、带脆骨的
小排肉质较嫩，更适合剁成小块蒸；靠近脊椎的
中大排以及整条龙骨更适合炖、煲汤。另外，炖
排骨时，可以加入一半的配菜，比如海带、香
菇、胡萝卜、豆角等，既能丰富菜品的味道，还
能促进蔬菜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也能适当减
少排骨摄入量。

张倩告诉记者，除了排骨，还有不少看似不
肥、吃着也不油腻的肉，脂肪含量其实很高。一
般来说，肉越美味，脂肪含量往往越高，因为肉
的香味大多来自脂肪，并且只有脂肪足够多，才
能给肉带来柔嫩、多汁的口感。比如我们平时吃
的猪蹄 （可食部 60%），看似不肥，但肉中的脂肪

含量也有 18.8 克/100 克，和肥肠差不多。吃起来香
喷喷的小炒五花肉，脂肪含量高达 30.7 克/100 克，
比排骨更肥。各种香肠和肉松也都是“藏油大
户”，如每 100 克的广式香肠含脂肪 37.3 克，蒜肠
含 25.4 克，午餐肉含 30.1 克，肉松含 26 克。此外，
牛腩 （29.3 克/100 克）、肥牛片 （29.8 克/100 克）、
羊肉片 （26.2 克/100 克） 脂肪含量也不低，尤其是
口感和味道俱佳的雪花肥牛含有更多的脂肪。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觉得鸡爪“瘦骨嶙
峋”，肯定热量低，其实每 100 克鸡爪肉 （可食部
60%） 里面，也含脂肪 16.4 克。鸡翅脂肪含量本身
也不低 （11.5 克/100 克），若再裹上面包屑，经过
油炸，脂肪含量就更高了。所以，大家吃禽畜肉
时不妨选择脂肪含量较低、蛋白质含量相对较高
的纯瘦肉，如里脊肉、鸡胸脯肉，尽量去掉鸡
皮、鸭皮 （脂肪含量 50.2 克/100 克） 等高脂肪部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