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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事件众议

老年人的“童趣”需求能否得到更多关注
■老年人玩具市场需求巨大，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回应。 >>>>>>22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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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祝天泽 泰戈尔说过：静止
便是死亡，只有运动才能敲开永生
的大门。年过半百、上海大学电影
学院副研究员吴小欢十分理解这句
话的深刻含义。他始终把运动放在
人生重要位置上。每逢周五是吴小
欢游泳日，雷打不动。下班后他会

来到一家企业会所的游泳池，奋臂
击水，游上一个多小时。蛙泳、自
由泳他都会，最长能一口气游 500
米。

吴小欢还爱好旅游。近年来他
几乎走遍了江南的各个著名景点，
西湖的隐灵寺，苏州的虎丘，无锡的
鼋头渚，吉安的竹林园、厦门的鼓浪
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常
说：旅游是对全身最好的锻练，四肢
和心肺功能都可得到加强。平日
里，只要有空他会围绕小区跑上 1
千米。吴小欢认为：锻炼是人生的
双翼，只有好的身体，人生才能起
飞，打拼出一番事业来！不运动或
缺乏运动，就会拖健康的后腿，工作
与事业也会受到影响。

吴小欢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吴

欢章是散文大家，曾担任上海大学
文学院副院长。在这样浓郁的家庭
氛围熏陶下，吴小欢也养成了爱读
书的习惯。他涉猎的书很广，有理
论类、经济类、人文类、生活类等等，
但特爱读人物传记，如唐太宗传、罗
斯福传记等。吴小欢说：从这些名
人走过的足迹中，我看到了历史的
演变，从中汲取丰富的人文营养。
写作也是他的特长之一，近年来在
各种报上发表散文 67篇，已出版散
文集《敲门》。明年还将出一本以江
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散文集。他还
加入了上海作家协会。

吴小欢爱喝茶，而且多选品牌
茶来喝，如西湖的龙井，苏州的碧螺
春等。“茶是个好东西，有多种营养，
能抗衰老和抗癌。在今年上海书展

中，好几本茶文化的书籍，颇受读者
欢迎。”在饮食上很注意平衡，早餐
是稀饭、面包、鸡蛋和牛奶。中、晚
餐荤素搭配，粗细结合。每餐不过
饱。他严格遵守生活作息制度，每
晚十一点半睡觉，第二天七时起床，
睡足睡好七个小时。

聚会也是吴小欢所爱。他毕业
于复旦附中，班级同学散布在全国
与世界各地。他们经常聚会在一

起，谈理想，谈人生，谈未来。吴小
欢每次必去，往往是思维最活跃的
一位。

时光流逝，人生匆匆。人到中
年的吴小欢背靠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大树，践行着自己的理想，一步
一个脚印地做着自己喜爱做的事
情，不断地耕耘，永远吹响着人生的
集结号。

■ 健康达人⇨⇨

吴小欢：运动才能敲开永生的大门

国内外多项大样本调查显示，
掌握睡眠时间有利于长寿。对于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最佳睡眠时
间是 6~7小时，午休时间不宜超过 1
小时。不过，也有实验证明，睡眠质
量差也会造成神经元细胞中β样淀
粉蛋白显著增多。因此，老年人除
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还要提
高睡眠质量。

老年人睡眠质量不好是由多种
原因引起的，比如生物节奏紊乱、中
枢神经兴奋、思虑过多等。因此，老
年人要改善睡眠质量，就要做到：

1.睡眠时间要规律，保持每天同
一时间上床睡觉，同一时间起床，让

生物钟适应有规律的睡眠；
2.睡眠环境要舒适，卧室光线要

昏暗，环境要安静，保持适宜的温度
和湿度，睡觉之前开窗通风，让空气
流通；

3.选择合适的床具，老年人关节
不好，床具应该以木板床为宜，铺上
柔软的床褥，以免寒气侵袭；

4.注意睡姿，保持右侧卧的睡
姿，有助于松弛肌肉组织，避免心脏
受压，但不宜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睡觉，右侧卧久了，可以仰卧，将躯
干伸直，全身放松，气血才能通畅；

5.睡前避免兴奋，一是不要喝咖
啡、浓茶、酒，二是不要做强度太大

的运动，三是不要看紧张刺激的电
视或电影，以免引起失眠多梦，影响
睡眠质量；

6.睡前不要吃太饱，否则会加重
肠胃负担，横膈肌向上抬，胸部受
压，腹部胀满，难以消化，导致失
眠；

7.适当进食安神食物。国际睡
眠 研 究 权 威 杂 志《SLEEP MEDI⁃
CINE》（影响因子3.360）的一篇研究
表明，与安慰剂相比，枣仁在改善睡
眠方面的功效更好，原因是枣仁中
含有皂苷 A 和斯皮诺素，可以起到
镇静催眠的作用。

刚说过的话就忘了、事情重复
说、东西放在哪里想不起来、出门容
易落东西，严重者甚至不认识家人
……老年痴呆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
不明确，没有特效药，很多人会寻求
用中医药治疗。

中医认为，老痴有肾虚精亏、心
气不足、瘀血内阻、痰迷心窍等不同
的病变机理，可以学习一些体表刺
激疗法防病治病。人体体表有五脏
六腑的经络穴位，刺激相应的经络
穴位就能调节相应脏腑的功能，调
节机体的神经—体液—内分泌系统
产生内源性“药物”。

1.捏耳。俗话说：“头常梳、耳
常搓、齿常叩、津常咽、腹常揉、肛常
提”。肾开窍于耳，耳垂一带，是耳
朵的头面区，这一区域的耳穴与人
的头脑、面颊关系密切，经常捏扯按
揉耳垂，可以美容养颜、醒神健脑防
痴呆。方法：用双手食指、拇指分别
捏扯提拉左右两耳垂，并向下及前
后牵拉，带动整个耳朵作 360 度运

动。每天早晚各搓耳朵3~5分钟至
耳朵潮红发热为度。也可以用按玉
耳豆刺激耳甲腔的耳迷走神经，现
代研究发现，耳甲腔内的迷走神经
是迷走神经在体表的唯一分支，刺
激它可激活胆碱能抗炎通络，延缓
老痴进展。

2.按揉手背合谷穴与足太冲
穴。一手大拇指掐同侧太冲穴（足
背第一、二跖骨结合部前凹陷处），
力度以感觉酸胀为宜。反复操作
1~3分钟，每日1次。太冲穴为肝经
的原穴，可活血化瘀，现代研究发
现，刺激太冲穴可使脑内乙酰胆碱
酯酶降低，增加乙酰胆碱分泌，提高
大脑空间位置感知能力。同时，配
合按揉手背合谷穴（手背第一、二掌
骨之间，约平第二掌骨中点处)，力
度以感觉酸胀为宜，每次3分钟，之
后换手操作，每日 1 次。合谷跟太
冲合用，又名开四关，具有行气活血
之功，能增强大脑灵敏度。

李方玲 刘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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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贤区四团镇五四村，思贤合作

社内的藏红花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盛花

期。在合作社的花房中，大量藏红花被

整齐排放在架子上，浅紫色的小花自花

球中冒出、盛开，散发出伊人的花香。

花朵半盛开后会露出鲜红色的花丝，而

花丝正是藏红花的价值所在。这两天，

当地的农民在花房中忙碌地抽取花丝。

“抽丝”的工作并不容易，需要娴熟的

技巧，既要快速从半盛开的鲜花中抽出

完整的花丝，还要注意不能粘到花粉。

藏红花又称西红花，每年5月上旬

收获球茎后放置室内，10 月下旬便开

始陆续开花，至 11 月中旬达到盛花

期。待采花完毕后，球茎将再次被移栽

回土壤吸收养分，至来年球茎壮大后再

次放回室内花房。藏红花生产收益稳

定，能为当地农民带来增收。据统计，

今年合作社 50 亩藏红花长势不错，预

计能亩产1000克花丝，按每克50元的

价格销售，亩产值可达到5万元。

五四村地处奉贤区最东面，紧邻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先行区。近年来，五四

村以党建引领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及乡村

振兴发展，先后获得“全国旅游示范

村”、“上海市文明村”、“上海市农村社

区建设示范村”、“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

村”等荣誉称号。据五四村党总支在村

书记宋莉莉介绍，通过奉贤区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的牵线搭桥，在上海市农科院

林果所的技术扶持下，思贤合作社开始

发展藏红花产业，合作社的藏红花种植

面积逐步扩大，有效带动周围 60 多个

农户增收。如今，藏红花以其良好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成为了五四村乡村振

兴的重要项目。围绕藏红花产业做大做

强，合作社目前已开发了藏红花面膜、

藏红花米酒、藏红花大米等一系列产

品，提升藏红花产品的附加值。未来，

五四村将致力于用特色产品打造乡村振

兴突破点、用品牌与品质推动市场销

售，带动藏红花的种植、加工、销售及

其周边衍生产品和乡村旅游。

上海新城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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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评价对我们很重要
东方城乡报“我爱看的栏目”推荐及2021年报纸赠阅活动

2021年本报“我爱看的栏目”读
者推荐活动又开始了。

请在左边候选栏目中勾选出您
爱看的栏目，“新闻类”推荐不超过3
个，“副刊类”推荐不超过2个，并用
正楷填写您的姓名、邮政编码、详细
地址和联系电话，于2020年 11月
26日前寄到本社党政办公室（长宁区仙霞西路779号3号楼2
楼，邮编200335）。

请在信封上粘贴右下角“评报赠阅”标识，前100位读者（以

邮戳时间先后顺序为准）将获赠2021年全年《东方城乡报》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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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一线调查 东报时评东报时评 日子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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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诉与聆听，城市
人的情感故事。情事 健康星闻⇨⇨⇨ 走社区

写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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