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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达人⇨⇨

沈永昌：爱写作，爱运动，爱吃杂粮

文/祝天泽 在上海新闻界，对
于沈永昌这个名字人们并不陌生。
他是一位长期奋战在“三农”战线的
笔杆子。撰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言
论文章，为“三农”鼓与呼，为上海农
业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金山山阳镇土生土长的沈永昌
毕业于华师大中文专业，当过教师、
副乡长、金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金山报》总编辑等职。2005 年退休
后受到返聘，在金山报当记者，参加

区档案局区志编写工作等，一直干
到 2018 年。
一个人退休了，只要身体允许，
适当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使身体
始终处在“运动”之中，忙中有趣，忙
中有乐，不仅有利于滋养身心，而且
还有成就感。沈永昌这样说也这样
做。他家里订了解放日报、新民晚
报 、东 方 城 乡 报 等 10 多 种 报 刊 杂
志，家中的书橱里装满了各种书籍，
读书看报是沈永昌一大嗜好。每天
两个小时的阅读报刊雷打不动。读
纸质报刊容易伤眼睛，因此半小时
停歇一下，不使眼睛过于疲劳。功
夫不负有心人，50 多年来，沈永昌学
习不松，笔耕不止，从 1993 年至今，
已出版杂谈专著《世象杂议》，
《沈永
昌文集》上、下卷，与人合著《绿野同
行》，主编《跨世纪的足迹——金山
改革开放 30 年实录》等著作，
“ 每每

看到自己的新作问世，总有一种喜
悦感和成就感。”
沈永昌平时不刻意保养身体，
但常年坚持不吸烟、少喝酒。生活
讲究规律化，每晚九时半睡觉，第二
天六时起床，睡足八个小时，每天还
午睡半小时。这种规律的作息时间
他从不打乱。沈永昌说：人体生物
钟很重要，一定要严格遵守，打乱了
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他喜欢运动，
每天坚持走路，锻炼筋骨。他不吃
任何保健品，由于没有基础疾病，75
岁的人，眼不花、耳不聋，脚轻手健，
电脑写作，一天写上一二千字成常
态。用他的话说，写写弄弄，脑筋开
动，
大脑常用，
这就是最好的运动。
沈永昌没有“三高”，他爱吃杂
粮，在饮食上注意平衡，荤素搭配，
粗细结合。早餐一个鸡蛋一杯奶、
一个熟番茄，再加应时的玉米、山

孩 子 该 如 何 科 学“ 秋 冻 ”
“十一”长假归来，医院门诊感
冒、咳嗽的孩子逐渐多了起来。很
多家长问：
“ 都说‘春捂秋冻’，秋天
冻一冻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吗？怎么
小孩还没冻一天就感冒咳嗽了？”
其实，
“ 秋冻”是要通过“冻”来
增加孩子对冷环境的适应能力，从
而增强孩子体质，但不意味着到天
气转凉仍旧一直给孩子穿着短袖、
裙子。殊不知小儿体温调节能力尚
不成熟，在天气忽冷忽热时比成人
更易染病。俗话说：
“ 处暑十八盆，
白露勿露身。”
“ 秋冻”也不应盲目，
而需循序渐进，科学进行。
1.进行冷适应。从入秋开始，父

母就要逐渐培养孩子耐“冻”。饮食
均衡，不盲目“贴秋膘”，多户外活
动，多接触户外空气和阳光，给孩子
增添“秋冻”
底气。
2.要把握“渐进”和“适度”两个
原则。锻炼应循序渐进，不宜进行
高强度、过长时间活动，也不宜活动
到大汗淋漓，以孩子能耐受、微微出
汗，
然后逐渐增加活动量。
3.注意适时增添衣物。孩子穿
衣应注意腹部、足部保暖，不要穿得
过于厚实严密。但对于平素体质欠
佳、反复感冒或穿衣比较多的孩子，
先不要严格要求衣服与其他孩子厚
薄相同，应根据孩子体质、运动量及

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让孩子有
一个逐渐适应过程。
4.“秋冻”一定要因人而异。平
素出汗多、反复感冒肺气虚弱的孩
子，或面色发黄、消瘦、食欲不振脾
胃虚寒的孩子，尤其应注意“冻”的
程度。如果肺脾虚弱症状明显，建
议先进行中医调理。而且，还有一
些慢性病，如抽动症、哮喘、过敏性
鼻炎、腺样体肥大等，常因感冒而导
致病情反复或加重，家长应尤其注
意孩子避免感冒。所以，增强孩子
体质不是简单“受冻”，更重要是坚
持锻炼、合理饮食及适当穿着。

芋、山药、南瓜、板栗等轮着吃。晚
饭尽量少吃，六点以后封嘴，只喝
茶，不吃任何东西。上下午还吃点
新鲜水果。沈永昌说：老年人消化
功能退化，少吃点、吃杂点好处多，

五谷杂粮和水果中富含蛋白质、各
种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有预防
心血管疾病和抗癌作用，能增强记
忆力，改善大脑思维。主食中加杂
粮成分，
有益健康。

膝关节炎该怎么运动
关节炎，号称世界头号致残性
疾病。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世
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 10 月 12 日定
为“世界关节炎日”，旨在提醒人们，
对关节炎要早预防、早诊断、早治
疗，
防止致残。
骨关节炎是上百种关节炎类疾
病中最常见的一类，其中又以膝骨
关节炎高发。在中国 50 岁以上人
群中，膝骨关节炎患病率达 14.3%，
是中老年人致残的主要原因。它是
一种常见的退行性膝关节病变，其
发病与增龄、肥胖、劳损、创伤、先天
性关节异常、畸形等多种因素相关。
出现这些症状，小心可能是膝
骨关节炎：膝骨关节炎的疼痛常发
生于晨起，稍微活动后有所缓解，但
活动过多了疼痛又会加重，尤其是
在上下楼梯、下蹲时症状更加明显；
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保持一定姿势
时，关节还能感觉到僵硬。天气变
冷、活动过多时，可发生关节肿胀、
疼痛，有时候还能感觉到摩擦或“咔
嗒”声。由于关节疼痛导致活动范
围明显受限，
甚至平地行走都困难。
膝骨关节炎始于软骨的退变，
逐渐出现关节间隙的狭窄及骨赘的
形成。膝骨关节炎总体治疗原则是
依据患者年龄、性别、体重、自身危
险因素、病变部位及程度等选择阶

梯化及个体化治疗。运动疗法是治
疗膝骨关节炎的基石。大量循证医
学证据表明，运动疗法是一项安全
且有效的保守治疗方法，国内外多
家学术机构颁布的指南都将运动治
疗纳入骨关节炎的一线治疗措施中。
适度规律的锻炼可增加肌肉力
量，
改善关节柔韧性及加强平衡能力，
这不仅有助于减轻疼痛和关节僵硬，
还可以改善整体健康状况。因此，
预防或治疗骨关节炎首选运动疗法。
在开始实施运动处方前最好对
个体的运动能力有一个全面的评
估。在急性炎症期(表现为关节的
红、肿、热、痛)不宜锻炼，运动方式
宜选取疼痛最小的项目，运动前应
充分的热身及牵拉。
运动训练过程可以遵照 FITTVP 原则，即：有氧运动每周 3-5 天；
抗阻运动每周 2-3 天，同一肌群训
练至少间隔 48 小时；柔韧性训练最
好每天进行。运动强度：中等强度
运动量。有氧运动心率达到最大心
率的 64%-76%(最大心率估算值：
207- 0.7 × 年 龄)；抗 阻 运 动 控 制 在
60%-80%1-RM(一次最大重复次
数)。运动时间有氧运动每天 3060 分钟，抗阻运动每项练习完成 24 组;柔韧性训练每项练习动力性 10
次/静力性维持 30 秒×3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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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指定信息发布媒体

“电动轮椅”
算机动车，
对残疾人缺了点
“友善”
■一个环境友好的“无障碍社会”，不该容不下残疾人的“电动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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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大闸蟹喜迎丰收年
□记者 贾佳 摄/通讯员 韩佳怡
10 月 15 日是黄浦江大闸蟹
开捕日，开捕仪式在松江泖港镇
本市最大的地产大闸蟹养殖基地
上海鱼跃水产专业合作社举行。
该合作社理事长郎月林告诉记
者：“今年基地养殖的大泖牌黄
浦江大闸蟹大蟹更多了，但同规
格 价 格 已 经 持 续 11 年 保 持 不
变。” 产自黄浦江源头的黄浦江
大闸蟹是上海区域名产。今年，
迎来实实在在大丰收。测塘数据
显示，亩均产量相比往年增长约
20%，其中，“4 公 3 母”（指每

只公蟹重达 200 克，母蟹达 150 “松江模式”
。
克） 的“大规格蟹”占总比逾八
黄浦江大闸蟹已形成了鲜明
成；总体存活率达 80%，相比往
的区域品牌力，线下门店与线上
年提高约两成，为历年少有。在
销售相结合，吸引了一大批忠实
全国大闸蟹主产地普遍减产情况 “粉丝”，开捕后便迎来销售旺
下，松江地产蟹品质持续上升， 季。今年，大泖牌大闸蟹主产养
也带来了订单量和粉丝量双上
殖区总产量约在 9 万公斤。其
涨。
中，小规格蟹仅占总比约 5%，
近年来，在上海市河蟹产业
数量偏少，成了“预订才能吃
化体系支持下，以松江水产技术
到”的抢手货；大规格蟹根据其
推广站为引领，由上海鱼跃水产
分量，每只可卖 60 元至 200 元不
专业合作社经过一系列技术攻
等；今年销售额预计达 1800 万
关，形成了“稀放蟹种、池塘种
元，其中，出口日韩、新加坡等
草、底部增氧、颗粒饲料和鲜活
国销量约 2 万公斤。初步预计，
饵料相结合”的河蟹生态养成
约在 12 月中下旬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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