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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张光亚同志一百岁袁 孙玉明同志九十

岁袁孔本余同志七十岁生日快乐浴

你知道吗钥 有些食物不
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袁 还能
帮 助 缓 解 身 体 不 适 遥 美 国
叶预防曳 杂志刊文推荐 野餐桌
上的 8 种良药冶袁 可供大家参
考遥

香蕉
缓解压力和焦虑遥 美国

新奥尔良运动饮食专家莫莉窑
金博尔指出袁 一个中等大小
的香蕉可提供每天所需维生
素 B6 的 30%袁 这种维生素有
助于大脑产生令人愉悦的血
清素袁 帮助缓解不安的情绪遥

酸奶
防胀气遥 一杯半含有益

生菌的酸奶可以帮食物更有
效地进入到肠道中袁 不但能
加速胃肠蠕动袁 还有助于消
化豆类等容易胀气的食物遥

金枪鱼罐头
改善情绪不佳遥 90 克金枪

鱼罐头中约含有 800 毫克的
欧米伽 3 脂肪酸袁这种物质可
以改善人们因心情抑郁而表
现出来的情绪低落和焦虑遥

姜茶
治恶心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 姜
茶能够缓解晕车或者怀孕造
成的恶心袁 尽管专家还无法
明确具体哪种物质在起作用袁
但可以肯定的是袁 喝姜茶很
安全袁 对健康没有任何副作
用遥

白菜
预防溃疡遥 美国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发现袁 白
菜 中 含 有 一 种 强 大 的 化 合
物要要要萝卜硫素袁 能够消灭
导致胃溃疡的细菌袁 甚至能

抑制胃部肿瘤的生长遥
火鸡

对付失眠 遥 研究发现 袁
失眠的人体内缺乏色氨酸袁
一种帮助体内产生血清素和
褪黑色素的氨基酸遥 90 克火
鸡肉就能提供人体一天所需
的色氨酸袁 改善失眠症状遥

大蒜
对抗真菌感染遥 大蒜中

的活性物质能抑制白色念珠
菌的生长袁 这种菌类是导致
真菌性阴道炎袁 引起疼痛尧
瘙痒的真凶遥 大蒜生吃袁 抗
菌效果更好遥

土豆
治头痛遥 一个中等大小

的土豆含有 37 克碳水化合
物袁 能够缓解因 5要羟色胺升
高引起的紧张性头痛遥

餐桌上的 8 种不花钱“良药” 你知道吗？

菩萨蛮 钱淑英 书

根据野墨尔本美世全球退休金指数冶最新
调查袁 丹麦的退休养老制度连续 4 年获评全
球第 1 名遥面对人口老龄化袁丹麦政府实施了
一系列养老惠老措施遥

丹麦养老院专门提供给无法在家居住的
那些公民遥 他们可以搬进养老院袁 用自己的
家具装饰一间房间或一间小公寓袁 并确保生
活尽可能正常遥 目前袁丹麦 80 岁以上的老
年人中的五分之一居住在养老院袁 他们受到
专业人员的照顾护理遥 丹麦养老院入住老年
人的平均年龄为 83 岁袁 平均入住时间为 2.5
年遥

每位入住养老院的老人都拥有一名全科
医生遥 全科医生通过现代网络技术实时监控
老人的健康状况袁 并定期为老人制定医护计
划袁 并开具处方用药遥 处方用药将会通过网
络传送给固定的药房袁 药房将负责把药物派
送到老人所在的养老院遥

丹麦养老院的护理人员分为三个等级:
专业护士尧 高级护理保健员和初级护理保健
员遥 他们都接受过非常系统和专业的训练袁
都能够为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袁 比如给
药遥 护理人员根据全科医生的医嘱给老人提
供相应的医疗服务遥 作为补充袁 政府也会定
期派遣医生到辖区内的养老院提供巡诊医
疗服务遥

如遇紧急情况或全科医生建议由医院来
提供更匹配的医疗服务袁老人将被送往医院袁或者医院
将会派医生到养老院提供救治遥一旦老人的病情得到稳
定和缓解袁他们将会被送回养老院袁这避免了占用医疗
资源遥

无论是在家养老还是在专业机构养老袁无处不在的
科技都为丹麦养老带来了新元素遥科技能够帮助老人更
加自理地安度晚年遥新辅助技术可以使老年人能够独立
处理大部分日常琐事袁比如语音控制门尧窗和窗帘的开
关袁清洁机器人袁带触摸屏的通讯设备袁电动调节的椅子
和床铺袁以及各种配套的卫生间设施遥

通过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袁 老人能够远程控制家
电尧窗帘等设施袁并随时录入自己的身体信息;安装在地
板里的感应器能分辨出老人昏倒在地的信号袁并及时自
动发出求救信号;智能马桶能够帮助老人站起袁防止跌
倒;床智能能够通过折叠的方式帮助老人完成由平躺到
坐起的姿势转换;安装在天花板的吊绳系统能够帮助有
行动障碍的老人在房间内活动并完成基本的肌肉训练遥

丹麦政府通过引入科技袁 创造出了新的养老体验遥
他们相信袁无论是在家养老还是在机构养老袁科技都将
会是未来养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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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保健最
好吃什么?

眼睛是人体
的重 要器官 袁现
代人长时间的用
眼袁比如看书袁看
电视尧电脑袁都可
以引起眼睛的疲
劳袁全身疲乏袁精
神极 度紧张 袁营
养不良袁 最终的
结果就是视力下
降遥

眼睛疲劳常
见症状是头疼脑
涨尧眼睛发干遥 在
防护上袁 除了注
意用 眼卫生外 袁
平时宜多吃益于
眼睛的食品遥 那
么有什么食物可
以补充眼睛的营
养呢钥

首先是蛋白
质袁比如瘦肉尧禽
肉尧动物的内脏尧
鱼虾 尧 奶 类 尧蛋
类尧豆类等遥 蛋白
质是人体组织修
补必 要的原料 袁
当然也对眼睛非
常重要了遥

其次是维生
素 A 和 C袁 维生
素 A 可以预防干
眼病 和夜盲症 袁
消 除 眼 睛 的 疲
劳袁 长期缺乏维
生素 A 的时候 袁
视 力 会 急 剧 减
退袁 所以每天应
该摄入足够的维
生素 A遥维生素 C
是组成眼球水晶
体的 成分之一 袁
如果缺乏维生素
C 就容易患白内
障病遥 所以缺乏
维生素 A 和 C 的
朋友应该多吃各
种新鲜蔬菜和水
果袁 尤其是胡萝
卜 尧苋菜 尧青椒 尧
黄瓜尧菜花尧小白
菜 尧鲜枣 尧生梨 尧
橘子等遥

最后我们经
常提到的眼保健
操不 可忽视 袁经
常 按 摩 左 右 眉
头尧眉毛中点尧下
眼眶中点尧 内眼
角袁 对视力有帮
助遥

11 月是冬天正式来临的时候袁 野立冬冶 是
冬季的第一个节气遥 由于立冬后气温低尧 气压
高且天气干燥尧 人体的肌肉尧 肌腱和韧带的弹
力及伸展性均会降低袁 肌肉的粘滞性也会相应
增强袁 从而造成身体发僵不灵活袁 舒展性也随
之大打折扣遥 因此在立冬后进行体育锻炼时袁
应遵循相应的养生准则袁 这样既能实现防寒保
暖和强身健体的目的袁 又不会因锻炼不当而损
害健康遥

准则一院 锻炼之前充分热身遥 由于人的身
体在低温环境中会发僵袁 锻炼前若不充分热身袁
极易造成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遥 因此应正式锻
炼前先进行徒手操尧 轻器械练习等 野预热冶 运
动袁 热身的强度以使身体发热并微微出汗为宜遥

准则二院 锻炼时衣物的薄厚要适当遥 立冬
过后气温很低袁 因此在运动前要穿厚实些的衣
服袁 在热身后再除去外衣;锻炼结束后应尽快回
到室内袁 不要吹到冷风袁 以及擦去汗水并更换
衣服袁 以防止冷热交替造成热量散失而感冒遥

准则三院 锻炼时应适时调整呼吸遥 由于冬
天常有大风沙袁因此建议在锻炼时最好采用鼻腔
呼吸的方式袁也可以采用鼻吸气尧口呼气的呼吸
方式袁但切记直接用口吸气遥 这是因为鼻腔黏膜
能对吸进的空气起到加温的作用袁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寒冷空气对呼吸道的刺激;同时鼻毛亦可
有效阻挡细菌袁堪称呼吸道的野保护神冶遥

准则四院 室内锻炼时应保持空气流通遥 不
少人习惯在冬天选择室内锻炼袁 并把门窗紧闭袁
以防止寒冷空气的入侵遥 但实际上袁 这样很容
易因缺氧而导致头晕尧 恶心等症状遥 因此在室
内锻炼时切记保持空气的流通遥

立冬锻炼坚持“四准则”

在著名的长寿之乡江苏省如皋袁 流传
着这样一句俗语野糁儿粥袁米打底袁常喝活
到九十几遥 冶所谓的野糁儿粥冶袁说的就是玉
米碴子粥遥 玉米成熟后袁 上磨粉碎成小颗
粒袁大约是放在手里有沙粒感的大小袁也可
磨成很细的面粉状袁吃的时候烧开了水袁一
手拿勺子袁一手把玉米糁均匀的撒入锅内袁
边撒边搅匀遥

老 年 养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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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红日出溪云浸彩袁青眸闪
眼浪含金遥飞花桃树匀脂浅袁人
浴闲凫戏水深遥冶这首叶涧沟渡
溪晨赋曳 充分说明了涧沟渡是
个好地方袁胜似世外桃源袁它是
我的第二故里遥 那里有我熟悉
的一切袁 前面是凤坡岭第一山
森林公园和古楚武将上朝参拜
的西官路袁 背靠戚大山森林公
园袁 蜿蜒山坡有文官赴殿议事
的东官路遥 两山之间袁 涧沟深
深袁泉水潺潺袁茂林秀竹袁满目
葱茏袁鸟语花香袁环境优雅袁风
景独好袁令人陶醉遥我的家就在
山环水复的涧沟山坡上袁 置身
于青山绿水的怀抱之中袁 眼前
是小溪潺潺尧美景如画袁耳边是
悦耳的鸟啼声袁真是野家临雾涧
气氤氲袁 翠柏苍松绕宅生冶遥有
小巷通往丰登桥袁距闹市不远袁
不算偏僻袁且有宁静袁还有属于
我的一片园地让我耕耘遥

在涧沟这条老巷袁 处处都
有光泽与温暖袁那是生之灿烂袁
是老巷与人的自然熨帖袁 也是
这座古老山城包容向上的文化
底蕴和乐观秉性袁 几百年前曾
是泗州营驻防地袁 昔日的号角
声已随着历史远去遥

英国作家西莱尔窑贝洛克
说院野老巷堆积着人类各种各样
的经历袁 它是一面活生生的镜
子袁反映着人类的成功与失败尧
辉煌与憧憬遥冶是的袁触摸这条

老巷几十年袁 这些恒久夺目的
日常野风景冶袁让人看见了时光
的痕迹和生活的纹理噎噎

宋代文豪苏轼游清泉寺
时袁见泉前溪水西流袁写出野谁
道人生无再少钥 门前溪水尚能
西冶的千古名句遥涧沟渡野福慧
泉冶 前的溪水亦是向西长流不
息袁所以这条老巷人家不多袁却
寿星比比袁家家门前溪水潺潺袁
户户院后绿竹婆娑袁 人们吃的
用的都是 野福慧泉冶 的天然之
水袁 它是地道的矿泉袁 水清如
碧袁冬暖夏凉袁源远流长袁渗流
不息遥小桥尧流水尧人家袁林幽尧
谷静尧鸟啼飞袁古往今来袁年年
如此袁生生不息遥花儿凋落袁来
年继续绽开曰涧水长流袁溪面永
远不变遥所谓野山花开似锦袁涧
水湛如蓝遥冶愿人们都能真正拥
有天地间的至美袁 拥有一份平
平淡淡尧从从容容的生活袁和自
然生态和谐共处袁天人合一袁浑
若一体遥

我家门前溪边袁 就是菜园
花园袁栽花种草尧点豆种瓜尧育
苗浇水噎噎旭日临窗时袁 我吃
完早饭下了地遥赤脚裸腿袁挥汗
如雨袁既是锻炼袁也享受着创造
的乐趣袁 别有一种 野种豆南山
下冶的诗意遥夕阳西下袁红霞满
天的时候袁我在园畔坐下歇歇袁
欣赏前山后坡的自然风貌院清
新的空气尧寂静的山谷尧灿烂的

霞光尧 芬芳的泥土尧 缤纷的花
草袁享受着自然的恩赐袁并为之
陶醉而忘却疲劳袁怡然自得遥碧
绿的山是清净的生命袁 溪水声
如仙女悄悄说话袁 静下心来聆
听袁 人的心灵与宇宙的生命产
生共鸣袁并合为一体袁这里可真
是人们回归自然尧解脱烦恼尧放
松神经的世外桃源啊浴

野巧僻新民陋巷居袁远离
尘俗傍山隅遥蓝天碧水相辉映袁
静掩柴扉好读书遥冶这首七绝是
我切身感受而作袁 尤其是晚上
读书写作更好遥山间的夜袁宁静
得让人感动遥 春天花香盈窗袭
人袁夏有凉风秋有月袁冬天晒太
阳甚是温馨遥 退休后袁 我写了
叶夕照吟曳尧叶夕阳追梦曳尧叶夕阳
圆梦曳等五本书袁写文章也如生
活袁随意为好遥一些我自以为得
意的诗文袁其实并没有什么袁还
应该安静下来袁反省心灵袁吐故
纳新袁 与万物相处袁 同万物相
长袁 作为一个扎根第二故乡的
我袁 这个地方也许就是我安享
晚年和最终的归宿遥
或许有人认为我种菜养花与写
作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件事情遥
其实袁 它们都是创作袁 从无到
有袁从简单到丰满袁能够满足人
的不同精神追求袁 让生活变得
丰富和圆满遥

世外桃源涧沟渡
陈新民

开天辟地创辉煌袁国泰民安正小康遥
治国兴邦深改革袁精兵卫国倍加强遥
勤廉固本成常态袁反腐防蠹已建章遥
笑逐颜开讴盛世袁扬眉吐气慨而慷遥

国庆 66周年咏怀
刘德轲

目前袁野个性化食品
计划冶 正在欧洲推行袁它

致力于使用食品喷
射3D打印技术制
造美味尧 易吞咽的
食物遥现在3D食物
打印机已制造出包
括豌豆尧 马铃薯面
团等 多种经 典食
品袁 它们不仅在味
道和质地上与真正
的食品相似袁 而且

有更多的营养遥

不同颜色苹果保健功效不同院1尧红
苹果入心袁有益心脏袁提高记忆力袁保持
泌尿系统尧心脑血管健康袁老年人可以
多吃遥 2尧黄苹果保护视力袁强健人体的
免疫系统袁 对预防某些癌症也有好处袁
电脑的上班族可多吃遥 3尧青苹果养肝解
毒袁对抗抑郁症袁适合年轻人食用袁还可
促进牙齿和骨骼生长袁防止牙床出血遥

凝 视 陈干才 摄

16 日袁由市服务离退休干部示范社区
联席会主办袁淮安市清浦区清江街道北门
社区承办的社区离退休干部扑克牌掼蛋
比赛顺利开赛遥 来自全市 8 个县区及开发
区的 64 位老同志参加了比赛遥

生
活
小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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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 叶抗战老兵胡伟琏曳 李恩学

3D打印食品或将解决老年人饮食困难问题

流行前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