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归，构精舍独居，谢绝世务。康熙戊寅（公元

１６９８年）百岁，后三年晨起对日长笑而逝。”从吴道

显的养生看，可谓动静结合。６０岁前学僧修道，日

常生活有动有静。６０岁后远游，可谓大动，练就了

好身体。归来后闭门静养，可谓大静。但静中亦有

动，就连临死前还晨起对日长笑，可见他的“谢绝世

务”主要是静心养心。这种动静结合养生的僧道还

不止一个。清同治、光绪年间，和尚澄悟，赤足翻越

崇山峻岭数千里，边走边念佛，累时在僻静处坐石

长啸，随后继续念佛。如此修炼，身强体健。后出

任掘港西方寺方丈，日理寺务，夜则诵经，终年不

辍。７０多岁时，还出任当时如皋最大的寺庙广福

寺的方丈九年，直至８１岁圆寂。

现代如皋的宗教人士寿命也高于一般人。从

僧侣队伍看，以“文化大革命”划线，分成两代。文

化大革命后的年轻人无需分析，主要是“文化大革

命”前的老一辈，这些人的年龄都在７０～１００岁左

右。据统计，全市共有１７人。近几年去世了１０

人，最小的７８年，８人在８５岁以上，最高的９５岁，

平均寿命８７．８岁。目前尚有７人健在，最小的７７

岁，最大的９１岁，平均年龄８４．７岁，而且绝大多身

体比较健康。市佛协副会长、定慧寺监院性观已

９１岁，不仅生活自理，而且正常打理庙中事务，参

加多种佛事活动，经常和僧人一起行香、坐禅、礼

佛、做功课，和年轻僧人一起出坡（搞卫生等）。

如皋道教人士的长寿现象更为突出。虽道士

总人数不多，但近几年已出现两位百岁老人，均寿

登１０３岁。如皋灵威观道长沈高澄，耄耋之年仍奔

走于大江南北，联络道友、居士、信众，成为恢复江

苏省和南通市道教协会的发起人，并与港台地区及

新加坡等国道协、道观联系，与龙虎山、茅山等著名

道教圣地互访，切磋教义，增进友谊。１９９８年９

月，以９８岁高龄应邀参加茅山积金峰道祖广场落

成和老君露天神像开光典礼，接受中外记者采访，

会见内地及港台地区和新加坡道友，共叙道谊，并

撰赠贺联：顶天立地无双华夏大圣像，奠道辟家唯

一古今玄神师。百岁生日时，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题赠“大椿不老”金匾。

１０３岁羽化升天。

宗教思想———长寿沃土上的营养元素

宗教作为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一种文化现象，不

论是中国自产的，还是外国传入的，都同其他社会

文化一样，既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实践，同样也反作

用于社会，影响着人民的思想意识、信仰观念和道

德规范。这种思想上的影响，虽有正反两重性，但

从如皋的实际情况看，其中不少成为长寿沃土中的

营养元素，成为如皋诸多长寿因素中的一大特色

因素。

虔诚信佛，淳者寿。如皋人信佛信神者较多，

思想敦厚，民风淳朴。明嘉靖《如皋县志》对当时如

皋民风有一段描述：“其性驯柔，其俗质实，民畏法

而耻罪，士读书而循理，征科易集，讼狱稀简。”老百

姓笃信神灵，口头禅是“菩萨有眼”。相信有了菩萨

的公正，神灵的护佑，自己凭着良心过安稳日子就

行。这种淳朴思想，减少了心灵上多少折磨，心安

则体健。清代如皋著名的孝子卢崇孝，信神敬佛，

从医救人。其母突患重病，生命垂危。卢崇孝无奈

之际，焚香拜佛，愿代母病。同时施以重剂，其母奇

迹般病愈。卢崇孝８３岁无疾而终。如皋人吃斋念

佛，以妇女为多。尤其是一些守寡早的妇女，终生

寄托于神佛。清康熙年间，白蒲顾绍祖因病早逝，

留下三子。其妻吴氏，虔诚念佛，全力育子，使三个

儿子中出了两名进士、一名举人，自己寿登耄耋。

跨越三个世纪，又有王岸佛女士中年守寡后，成为

忠实的佛教徒，同时将１３个子女个个培养成博士，

而且出了美国涅狄格州警政厅厅长“神探”李昌钰

等三位世界级名人。王岸佛旅居美国后，不改故土

习俗，享寿１０６岁，被美国总统克林顿誉为“中国伟

大母亲”。

行善积德，仁者寿。如皋的佛、道庙宇寺观门

前或围墙上都赫然写着“诸恶莫做作，众善奉行”的

大字标语，这是佛道两教思想的精髓，是两教教义

的共同基础。仁义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不因善小

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在三教兴盛的如皋，人

民对此笃信不移，一心积德行善，避恶扬善，创造了

“仁者寿”的许多生动事例。清朝人陈淑，一生乐善

好施，常说：“遗金于子孙，不如积德行善。”清道光

十七年（１８３７年）时，他已９９岁，家财被施舍所剩

无几，但仍继续尽力帮助别人，以行善助人的善举

庆贺自己的百岁寿辰。清朝吴世元妻冒氏，凡邻里

有困难皆倾力相助。咸丰丙辰年（１８５６年）闹春

荒，她毅然将自家数百斛谷子全部捐出赈灾渡荒，

寿登９０岁。更值得钦佩的是，一些家庭并不富裕

·２１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的人，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积德行善帮助别人。

沈子瑜少时丧母，家境贫寒，常年以粥充饥，但抚养

孤儿如亲子，助人为乐，寿登９５岁。监生韩璋妻，

族党乡里凡有困难者，她都劝说丈夫倾力相助，而

且以仁义道德教育子孙，子孙均成才，自己享年

１０２岁。贾以义，凡有贫者借其财物，无力偿还，当

面撕毁借据，不仅不要偿还，还好言相慰，让借者安

心，享年９０岁。陈茂龄，凡县中慈善公益事业无不

尽力相助，享年９６岁。县志中这类记载很多，余不

赘述。

当代寿星中，行善积德者同样很多。１９９０年

春节后不久，家住如皋南凌的郝姚氏老太百岁寿

辰。在那个还不十分富裕的年代，儿女忙着筹划为

老人办寿宴。当老太得知后断然拒绝，并要求儿女

将办寿宴的钱用来在旁边大渠上建一座桥，以便车

辆行人通行。儿女按照老人的意愿，将准备办寿宴

的近９００元钱在渠上造了一座水泥桥。老教师、县

人大代表王广芝用红漆题写了“百岁桥”三个刚劲

有力的大字，并加小记：“郝姚氏老太，１８９１年生，

为祝寿登期颐，特建此桥以志之。郝姚氏后代同

建，１９９０年仲夏。”“百岁桥”竣工，郝姚氏老太领着

子孙在桥上合影“全家福”。郝姚氏老太热心公益

事业的善举受到乡邻的夸奖，百岁桥的故事也通过

媒体传遍全国。如城做香袋的老人陈邦英，百岁那

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她遥祝香港小朋友“长命百

岁”，并赶制１００只香袋寄给香港小朋友，她的善心

受到特首办公室的诚挚感谢。当她从电视上看到

中国女子足球队顽强拼搏，便将积攒的８８０元钱寄

给了中国女足，女足姑娘深受鼓舞。外国记者采访

时，她说：“人心要好，要常做好事，帮助别人。”从简

短的话语中，让外国记者领会到了她的长寿真谛，

连夸：“中国老人了不起！”

与世无争，乐者寿。常言道，知足常乐。贪得

无厌欲难满，与世无争心自乐。众多寿星的经验证

明，心情快乐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如皋人心态

好，与宗教思想影响不无关系。佛教的“看破红

尘”、道教的“无为自化”、儒家的“中庸之道”，让如

皋人得出一个结论：对世间的什么事情都“看淡”

点。“看淡”不仅是如皋人的口头禅，也是行动的座

右铭。明末清初著名才子冒襄的祖父冒梦龄把官

位“看淡”，朝廷任命他当宁州知府就是不干，还乡

后自号“逸民”，赋诗饮酒，“诗日不辍吟，酒不尽二

斗不达”，活到７１岁。其孙冒襄，才高八斗，但他

“看破”时世，“看淡”名利，在如皋水绘园与数百文

人名士交往，赋诗作文，清朝请他出山就是不从，被

毛泽东誉为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一

个”，获高寿８３岁。杨廷柱有才不仕，常以“不忮不

求，知足知止”八字自勉，享年８５岁。当今的百岁

寿星丁玉珍，一辈子与邻里和睦相处，与人无争，当

居民组长，义务为人调解纠纷。曾几次申请入党，

因“文化大革命”等原因未能如愿，但她心胸坦然，

乐观豁达，１０２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智慧人生，智者寿。佛教十分重视智慧，讲究

悟性。释迦牟尼、文殊菩萨等佛号都有智慧之义。

佛是智者，如皋人敬佛礼佛，一个愿望就是求聪明，

求智慧。而且，如皋人对三教的智慧之神都很崇

敬。佛教不仅敬佛祖主如来，而且有文殊院，敬文

殊菩萨；道教有文昌阁，敬文昌帝君；儒教有孔庙，

敬文宣王。这“三文”都是大智慧的象征。如今，寺

庙减少，有的虽未单独立庙祭祀，但一庙多神，文殊

菩萨、文昌帝君在定慧寺等主要庙宇都有其神位，

而且同居一室。为了方便大家求聪明、求智慧，佛

道两家合为一体了。透过如皋人喜欢敬“三文”的

现象，其实质是重视教育。在历史上出过状元和众

多进士，文化名人很多，北宋教育家胡瑗、明末清初

的文学家冒辟疆、戏曲家和戏剧理论家李渔等都是

顶级的文化名人。如皋的教育一直为世人瞩目，至

今仍不愧“教育大县”的称号，每年高考的录取人数

和高分人数在教育强省江苏都名列前茅。

在评审“中国长寿之乡”时，评审组的专家普遍

认为，如皋的长寿不仅是一般的长寿，而且是文化

长寿、智慧长寿。如皋的长寿，与人们的文化素养

密不可分。早在明清时期，如皋人就在研究长寿养

生之道。进士丁其誉结合如皋实际撰写的《寿世秘

典》仍被中医古籍出版社刊印发行。明清时期，如

皋人留下医学著作近５０种，其中不乏长寿养生的

内容，这些都是如皋人养生智慧的充分体现。２００２

年，如皋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长寿研究会，再次用

如皋人的养生智慧为推进全国性的长寿研究起到

了带头作用。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现在的百岁寿星文化程度

普遍偏低。这些寿星虽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但他

（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却智力很好，都有潜在的文化

素养。很多人爱看戏，尤其是地方戏“童子戏”，而

·３１１·世界长寿乡风采



且能复述戏中大概内容或者哼上一小段。很多人

爱讲故事，而且讲得有声有色。很多妇女会做针线

活，心灵手巧，好几位百岁老太飞针结网。很多人

会背古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而且能

背很多句。还有很多人爱好文艺，刘镜寰１０２岁书

写“共产党好”，百岁老人马汝康“万岁宴”上拉京

胡，崔建芳１０３岁时把《东方红》唱响中央电视台，

寿登１０７岁的陈邦英扎花灯、做香袋直至生命最后

一刻……这些都被传为佳话。相信，随着教育的普

及、文化的提高，如皋的寿星将会更多，如皋人的寿

命将会更长。

宗教习俗———长寿养生的有益借鉴

如皋人受宗教的影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

生活习惯、民风习俗上也多有体现。这种影响潜移

默化，范围十分广泛，本文仅就以下几个方面略加

论述。

清淡饮食保健康　佛教是提倡素食的，尤其是

我国普遍通行大乘佛教。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一位

虔诚的佛教徒，活到８６岁，是历代皇帝中的第一位

高寿者，他也是素食的倡导者。梁武帝有感于大乘

佛教菩萨的慈悲思想，于天监十年（公元５１１年）颁

布《断酒肉文》，令天下僧尼不得食肉。儒家从仁慈

思想出发，提出“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

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梁惠王上）也是素食的倡导者。如皋人受

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提倡饮食清淡，以素为

主，五谷杂粮、瓜果蔬菜是百姓餐桌上的主要食品。

如皋的五谷杂粮品种很多，比如，豆类有黄豆、蚕

豆、豌豆、赤豆、绿豆等，麦子又有大麦、元麦、小麦

之分。吃粥也有多样性，大麦糁、元麦糁、玉米糁再

和一点米，或加上一些豆类，花生、红枣等，煮的粥

既好吃又有营养。丁其誉在《寿世秘典》中就列举

了十多种食疗粥，并说明其疗效。难怪如皋人说：

“糁儿粥米打底，吃了能活九十几。”另外还有荞麦、

芋头、白果等土特产。蔬菜品种更加丰富，叶类、根

类、绿色、红色、黄色，应有尽有，常见的不下几十

种。尤其是如皋白萝卜闻名天下。周恩来总理品

尝后说：“天津的雪梨有渣，如皋的萝卜没有渣。”如

皋人也带些夸张地说：“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比不

上如皋的萝卜皮。”如皋人还不满足，还要常到大自

然中挖些野菜尝鲜，比如冬天的荠菜，秋天的马齿

苋，春天的枸杞头、小蒜、嫩篙头、榆树叶、香椿头

等，都是盘中的美餐。这些食物既清淡，又具有丰

富的营养，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僧人提倡“过午

不食”，如皋人也提倡晚饭吃得早，吃得少，一般以

粥为主，加适量蔬菜，既满足了身体的营养需求，又

减轻了肠胃负担。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活水平提

高，大吃大喝之风盛行。现在，素有长寿养生习惯

的如皋人经过反思，又在逐步回到清淡饮食的健康

状态。２００７年，江苏省佛教协会专门在如皋召开

了“素食与长寿”研讨会，对进一步引导广大群众科

学饮食保健养生起到了良好作用。

早睡早起精神爽　僧人“过午不食”，日暮而

息。普通人则有所不同，下午要干活，但也尽量早

休息。如皋人习惯于早睡早起，而反对“早不做夜

摸索，早曦带夜作”。晚上天黑吃饭睡觉，早晨五

更即起。即使农闲无事做，早晨也早早起床，转一

转，摸摸鬼儿（做家务杂事），觉得头脑清爽，浑身轻

松，一天有精神。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集约化程

度的提高，农民劳动强度大大降低，打牌娱乐的时

间较多。玩牌的很普遍，但稍微上点年纪的人从不

肯带晚，太阳落之前结束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这

一方面少点灯少用电，符合低碳生活原则，更重要

的是人生活有规律，有利于身体健康。城里人喜欢

晨练，天蒙蒙亮，各个广场、公园、绿地上人头攒动，

打拳的、舞剑的、跳舞的、踢毽子的、抖空竹的、打球

的、唱歌的、敲锣打鼓的……人们都选择自己爱好

的项目进行活动。为了便于人们晨练，市电视台还

根据气象资料在晚新闻节目后报告明天的晨练

指数。

中草药物医百病　如皋地处北温带，雨量充

沛，气温适中，灾害性天气少，加上水土优良，很适

宜多种植物生长。因此，如皋的中草药资源也十分

丰富。据县志载，唐代就有孙思邈到如皋，为如皋

种植了大片艾草。一些跌打损伤，或妇女坐月子，

都用艾灸、艾熏，或用艾水洗泡，清热解毒，消炎止

痛。为纪念药王孙思邈，如皋城里建有药王庙，庙

院内长着多种药草。著名道士朱瑶章，本是富家子

弟，但从小体弱多病，九岁时病入膏肓，父亲带他到

药王庙求药王菩萨保佑。朱瑶章到了庙中，见到多

种药草，东看看，西闻闻，甚至摘些叶茎在嘴里嚼一

嚼，竟然奇迹般的病愈。朱家后来把家产全部变

卖，扩地修庙，举家搬进庙中。朱瑶章成为药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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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勤苦学道，成为如皋名道，而且带出深谙“三

茅飞符祈雨法”为家乡祈雨成功的徒孙吴兰坡，成

为北京皇宫光明殿法官。如皋是著名的花木之乡，

奇花异草很多。元代镇南王世子在如皋建有“万花

园”，其中花草不仅有观赏价值，很多也有药用价

值。如皋人就连路边的一些树叶和野花野草，也采

集作中药使用，牛舌头草、芦柴根等消炎清热，银杏

果、银杏叶降压活血，他们就地取材，对症治病，对

健康长寿大有裨益。一位癌症患者被医院判了“死

刑”，回家在田野河边散步养病，见有嫩草就掐上一

点放在嘴里嚼一嚼，结果病情奇迹般的好转，到底

哪种草起了作用，谁也说不清。

饮茶休闲乐逍遥　茶文化是释、道、儒共有高

雅文化。释家、儒家饮茶，是为兴奋大脑，清除疲

劳，和尚坐禅、儒士作文能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

的状态，以便集中精力，专注一境。道家强调“道法

自然”，在饮茶中达到清静无为、返朴归真的自然形

态。使心情完全解放，心境超越尘世，让清静、恬

淡、空寂、无为的心灵随茶飘逸，这同道教崇尚的乐

生、养生、延生、长生是完全一致的。佛道共荣、儒

学兴盛的如皋，茶文化集三家之长，兼收并蓄，形成

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如皋茶文化。史料记载，清朝民

国期间，小小县城茶馆达３０多家，较大的龙凤园、

同福园、茗芳园等，客座都在百位以上，最大的达到

２００座，其他一般的都在５０个左右。饮茶者，既有

达官绅董，也有平民百姓。有事者早去快饮，饮完

上班。闲乐者一坐半天，细品慢饮。上午边饮边

侃，海阔天空。下午，大茶园开书场，边饮边听；

小茶园设牌局，小聚小赌。如皋人饮茶，茶叶以

龙井、碧螺春等绿茶为主，根据各人的爱好，但

对水都有共同的要求。夏天的天水，即下雨天从

瓦屋上用漏槽等到的雨水，用铜壶煮开。因此，

较大的茶园都有十多只大缸，蓄满天水，以备常

用。泡茶也很讲究，先倒少量初泡，然后再分两

次加足，叫做 “凤凰三点头”。普通农民虽很少进

茶馆，但家庭饮茶也很普遍。如皋虽非茶乡，但

有农家自种茶树家用，夏天则以藿香、佩兰、竹

芯等代茶。且不说茶叶对人体保健的好处，就是

这种茶文化氛围，足以让人忙里偷闲，怡情养性，

快乐逍遥。

（被收入中国老年学学会科学养生专业委员会

《科学养生论文集（五）》、《“健康与长寿”高峰论坛

论文汇编（上）》、《“自然医学与长寿养生”首届中国

·如皋长寿养生国际高端论坛论文汇编》，《江海文

化研究》２０１１年第四期，《长寿研究》２０１１年第七、

八期）

用五国语言连唱六首歌曲的百岁老人

———记１０３岁的如皋寿星黄士端

吴希林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７日，上海市下着雨，但风声雨

声掩盖不住湖南路２０弄７号楼三楼一个居室传来

的一阵阵歌声、笑声、鼓掌声，一位１０３岁的老人用

五国语言一连唱了六首歌曲。首先唱的是毛主席

诗词《重上井冈山》，共１９句，唱得一句不拉，一字

不差，音韵准确，中气十足，声情并茂，加上那刚劲

有力的手势，把毛主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

鳖”的雄伟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接着用英语唱了

一首美国情歌，看他那表情，似乎沉浸在年轻时的

美梦之中。第三首是用日语唱的日本民歌《雨中新

娘》，不难看出，老人对日本雨中新娘的倾慕之情。

接着，来了一段国粹，京剧《曹操骂董卓》，有板有

眼，而且边唱边解释。第五支歌是歌颂苏联的俄语

歌曲，在场懂俄语的同志由衷佩服黄老发音准确。

老人家兴犹未了，稍加思索，接着又用意大利语给

大家唱了一首意大利民谣。黄老先生的精彩表演，

让在座的人大开眼界，一饱耳福。这天，老人之所

以这样高兴，是因为家乡如皋来人了。如皋市政协

原主席、长寿研究会会长刘桂江一行人专程到上海

看望他。

老人名叫黄士端，字则之，１９０８年９月２４日

生于如皋县如城镇。其父黄家瑞是清末秀才，赴日

本留学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苏皖边区政府参事、苏北图书馆馆长、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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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史馆副主任。黄士端从小受到良好教育，１９３２

年作为南通医学院的首届本科毕业生，走上悬壶济

世的人生之旅。至今大学毕业证书仍保存完好。

上海初解放，陈毅市长广招人才，委托博学多才的

黄士端组建上海水上卫生防疫站，并由他出任主

任。１９５７年，黄士端被错划成“右派”，不久下放回

老家如皋，被安排到如城镇医院当医生。黄士端在

学术上刻苦钻研，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在当时医疗

水平较低、医疗设备很少的情况下同，他全凭自己

的知识和经验，准确诊断出一般医生难以确诊的疑

难杂症。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自然成了“反动权

威”，并戴上“反动分子”的帽子被下放到芦菲（方

言，即芦席，菲为近音替代字）厂劳动改造。平反

后，黄士端已到退休年龄，但他仍眷恋故土，留在如

皋，根据他广览群书、知识渊博的特点，成为水绘园

的一名讲解员，姬鹏飞、梁灵光、汪洋等领导都听过

他绘声绘色的讲解。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在

中央领导的关怀下，他才得以彻底落实政策，并与

夫人、女儿一同定居上海安度晚年。

黄士端老人酷爱读书，百年不辍。当刘桂江会

长向他赠送如皋长寿研究方面的书籍时，他十分高

兴，连声感谢。为了静心读书，他至今仍单独居住

在与女儿黄白家隔一幢楼的一间居室内。女儿另

购置了大套新房，他不肯去住。理由是现居住地离

上海市图书馆仅一二百米远，便于到图书馆看书。

黄老不仅精神矍铄，而且四肢灵活，生活完全自理。

当听说家乡来人时，他赶紧穿好大红方格衬衣，系

上领带，穿好西装，梳好头发，站立恭候。在他卧室

稍坐片刻后，又请大家到他女儿家看他的书画作

品、生活照片、历史资料。他拄着拐杖，和大家一起

下到一楼，在雨中行进至他女儿家，又自己上到三

楼，始终不要人搀扶。

当刘桂江会长问及老人长寿秘诀时，他爽朗地

回答了四条：第一，加强锻炼；第二，注意营养；第

三，乐观愉快；第四，良好习惯。黄老所说的四条，

看来很简单，也很寻常，但这些确实是黄老长寿的

真谛。

　　一、锻炼身体方法多样，恒日持久

黄士端年轻时就酷爱体育运动，学校的篮球场

上、乒乓球室里是他活动的好去处，体育运动会上，

更是少不了他的身影。体育运动使他练就了一副

好身板，无论是平时繁重的工作任务，还是文化大

革命中的政治冲击，他的身体总是棒棒的，从未出

现过任何毛病。直到７０多岁他还在双杠上做倒立

动作，使旁边观看的人十分惊讶。

进入老年以后，黄老的体育锻炼更成为每天的

必修课。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一般人的健身意识

还不太强，进入古稀之年的黄老，可以说，在如皋开

了坚持体育锻炼健身强体的先河。每天早晨，人们

都会以好奇的目光看着他身背宝剑，穿着一身运动

服到公园晨练。

黄老体育锻炼的项目很多，除舞剑外，还喜欢

打拳，少林拳、太极拳都打得非常娴熟。刘桂江会

长一行看望他时，他还表演了一套太极拳，一招一

式十分利索。直至耄耋之年，他还练单双杠动作，

在吊环上做引体向上、做前后滚翻。他喜爱游泳潜

水。随着年龄增大，他坚持做一些相对平缓的运

动，如立定投篮、赶球跑步，在上海市老年体育比赛

中还得了奖。１９８９年，被评为上海市爱好体育锻

炼的健康老人，受到时任上海市市长朱基的亲切

接见。

黄士端老人还是一个舞迷，年轻时就喜欢跳

舞，各种舞都跳得很好。在上海市，他成为社区舞

蹈队的指导老师。黄老说，跳舞既能活络筋骨、疏

通气血，又能活跃身心，陶冶情操，十分有利于身体

健康。

　　二、注重营养，荤素搭配，控制平衡

黄士端老人是学医的，又是从医的，对营养学

很有研究。他认为，人要健康长寿，就必须保持营

养平衡。过去，生活条件差，人们吃不饱，营养不

良，不可能健康长寿。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如果饮

食上不加节制，又会营养过剩，脂肪堆积，吃出多种

疾病，同样不利于健康长寿。

黄老说，健康饮食关键不在于吃什么，而在于

根据自己的身体需要，合理膳食，使营养既不缺乏，

也不过剩。他说，现在有些人说到吃肉就害怕，谈

肉色变。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讲，猪肉可以为人

类提供优质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猪肉还可以提

供血红素和促进铁元素吸收的半胱氨酸，能改善缺

铁性贫血；猪肉含有丰富的维他命Ｂ１，食用后可以

有效增加人的体力。中医认为，猪肉性平味甘，有

润肠胃、生津液、补肾气、解热毒的功效，滋阴补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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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应该是人们餐桌上重要的动物食品之一。他

说，他爱吃红烧肉，也常吃红烧肉，但控制，不多食，

不过量，而且讲究烹饪方法，猪肉一定要煮得烂，这

样不仅易消化，而且猪肉中蛋白质水解成氨基酸溶

入汤中，肉汤也很有营养，同时胆固醇含量大大

减少。

黄老坚持荤素搭配，在蔬菜中他最爱吃青菜。

他说，在荤菜中，猪肉是最普通的；在蔬菜中，青菜

是最普通的。他就爱吃最普通的。黄老认为，青菜

中含有大量叶绿素和多种维生素，常吃青菜有利于

健康长寿。

除了猪肉和青菜，黄老对其他食品亦从不挑

拣，喜爱的适当多吃，但从不过量。他说，吃饭八分

饱，既不增加肠胃负担，也不使营养过剩，是健康长

寿的秘诀。

黄老平时活动比较多，有时还吃点甜食。他

说，适当吃点甜食，可以很快补充身体的能量，消除

疲劳。

黄老从不抽烟、饮酒，十分注意饮食卫生。黄

老一再强调，吃饭是身体的需要，各人情况不同，吃

什么不能一概而论，关键是能够受用。

　　三、性情豁达，书画怡情，快乐人生

黄老认为，人的身体素质不尽相同，在饮食、活

动等方面可能有所差异，但不管什么人，要想健康

长寿，都必须保持乐观。

黄老是一个心胸开阔、性情豁达的人。在“整

风反右”中，他被错划“右派”，从大上海的大医院的

科室主任下放到小县城的小医院当普通医生，他坦

然面对。有人对他这个“右派”冷眼相看，他却用对

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同事的真诚相待改变了人们

对他看法，很快成为受人尊重的骨干医师。文化大

革命中被造反派批斗，他只当玩游戏，批斗过后，饭

照吃、觉照睡、书照读、工作照干，从不把不愉快的

事情放在心上。一次，造反派让他低着头弯着腰在

烈日下曝晒，口干舌燥，汗如雨淋。一个六七岁的

小朋友路过，看着好玩，便捏着他的鼻子拖着走，为

让小朋友够得着，他将腰弯得很低，跟着小朋友跑

着转。旁边有人说，与其说黄医生在挨批斗，不如

说在玩游戏。黄士端后被进一步下放到芦菲厂劳

动改造，他就认认真真向工人师傅学习了一手打芦

菲的好手艺。看望他的刘桂江会长提到他在“文化

大革命”中受苦时，他却爽朗地说：“没有吃苦，是劳

动，工人对我挺好，说我年纪大（当时黄老已经年过

花甲），让我坐着干活，没有吃苦。”

黄老说，人要健康长寿，就要快乐地活着。他

喜欢唱歌，还喜欢写字画画，所以，每天都很快乐。

他的毛笔字苍劲有力，篆书千寿、百福图，很有功

底。他的书法多次获奖，曾在刘海粟任主任委员，

林散之、肖娴、陈大羽、武中奇、尉天池等名家任副

主任委员的书法比赛中获得“银牛奖”。黄老国画、

油画样样精通，画的人物、动物栩栩如生，画的山水

风景自然逼真。还有一幅他与一位女士跳舞的水

墨画，风度翩翩。

　　四、良好习惯重在养成，贵在坚持

黄老说，生活习惯与健康长寿关系很大，好的

习惯助人长寿，坏的习惯影响健康。习惯表现在生

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起居有时，饮食有度，欲望有

节等等。

黄老说，前人总结了许多保健养生的好经验、

好习惯，对养生很有好处，关键在于实践，在于坚

持。持之以恒，受益无穷。

黄老长期坚持的好习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冷水洗脸、温水刷牙、热水洗澡、烫水泡

脚。中医认为，人体阳气向上，阳脉都聚集到头部，

阳气旺盛，不怕冷。且面部血管丰富，通过冷水刺

激，毛细血管先缩后张，促进血液循环。水温对牙

龈非常敏感，过冷过热都会刺激牙齿和牙龈周围的

神经，引起牙齿和牙龈不适，甚至会引起牙龈萎缩，

引发牙周炎及口腔溃疡等疾病。所以，应该用

３０℃左右的温水刷牙。人体疲劳时表现为肌肉酸

痛，这与人体血液中的乳酸浓度有一定关系。实践

证明，用４０℃左右的温水洗澡，可以提高人体内新

陈代谢水平，改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使人精力

充沛。而脚远离心脏，血流不畅，常年处于低温

状态。用４２℃左右的烫水泡脚，可促使血管舒

张，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阳气进入阴经，驱除阴

气。人体从头到脚，阳气渐衰而阴气渐盛，通过

水温由低向高调节，促进阳气生发，达到长寿养

生的目的。对此，古人在 《摄生要论》中就有

“温足冻脑”之说。

第二，睡如弓、立如松、坐如钟、行如风。黄士

端老人说，这是古人总结的健身经验，大家都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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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坚持做到就不容易。睡觉时忌仰卧，要侧着身子

睡，更多的时候要向右侧，避免压迫心脏。侧身屈

膝而卧，肌肉放松，气血流通，精气不散。站立时身

体要挺直，挺胸收腹，切忌哈腰驼背，这样才能精神

饱满，防止各种疾病。坐着看书、写字，要坐正，既

有利于保护视力，又防止内脏受到压迫，有利于保

护腰肌和骨骼。行走时，步伐要快而有力，才能达

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第三，眼常转、鼻常闻、齿常叩、耳常揉、面常

搓、腹常收、脚常摩、肛常提。黄老说，关于身体各

个部位的运动，古人总结了很多，乾隆皇帝就有“十

常”。我根据自己的情况，坚持做到以上“八常”。

眼常转，闭张交替，可解除眼睛疲乏，有利于保护视

力；鼻常闻，配合用手搓揉，既可以做深呼吸，又能

按摩鼻子附近的穴位，具有防病治病作用；齿常叩，

可固齿防牙疾；耳常揉，可增强听力，防止老年性耳

鸣、耳聋，并有健脑功效；面常搓，可保持面部气血

通畅，有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功效；腹常收，可助消化

吸收，又可预防“将军肚”；脚常摩，配合以烫水洗

泡，可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祛病健身；肛常提，有助

于预防便秘、痔疮等疾病。黄老说，生命在于运动，

不仅要参加体育运动，身体的各个部位也要经常做

些小运动。大运动与小运动相结合，健康长寿才有

保证。

黄老的养生经同他的歌声一样，使大家赞叹

不已。

黄老家族是一个长寿世家，其父黄家瑞享年

８３岁。夫人陈丽娟，如皋林梓人，从医，９５岁高龄。

兄弟姐妹中，除二弟黄士奇是革命烈士，大弟黄士

罕在卫生部享受副部级待遇，已９８岁；三弟黄士稀

原在北京实验剧团工作，享年８７岁；现已８０多岁

的小妹黄小瑞解放前入伍，现任武汉市老年艺术团

团长。他们家族共同的特点是，或从事医疗卫生工

作，或从事文化艺术工作，或两者兼而有之。这是

不是黄氏家族长寿的秘诀之一呢？

（《长寿研究》２０１１年第五期）

三十年前重病人　定居如皋成寿星

吴希林

　　“如皋如歌，长住长寿”这是长寿之乡如皋的一

则广告用语。对于它的真实性，不仅有近几年来一

直保持的２５０多位百岁寿星、５万多名８０周岁以

上的高龄老人群体作证，而且也有从外地长期定居

如皋的寿星作证，谢芙英就是突出的一个。２０１１

年６月，笔者陪同如皋市长寿研究会会长刘桂江看

望了这位从外地“引进”的老寿星。

谢芙英老寿星，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３日生于江苏无

锡羊尖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早年守寡、年过花

甲的谢奶奶患高血压、心脏病，加上腰肌损伤，常年

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而独子张洪保和儿媳邹

珍华都在万里之遥的新疆和田地区工作，无法照顾

老人。情急之下，儿媳邹珍华想到了如皋娘家十几

口人共居的大家庭。便与丈夫张洪保商量，让老太

到如皋居住，由她的父母姐妹照顾。张洪保心里打

起了鼓，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娘送到岳父母

家，不用说思想上过意不去。常言道，嫁出去的女

儿泼出门的水，女儿不仅不能报答父母，反而送去

一个重病的婆婆让老人受累，真是天下少见。况

且，亲家之间正常来往，还有闹矛盾的，现在，要把

卧床不起的老娘送到岳父母家，能行吗？

妻子邹珍华看出了丈夫的心思。凭着她对家

乡如皋风俗习惯的了解，凭着她对娘家人的信任，

凭着她与父母姐妹之间的挚爱亲情，她胸有成竹，

蛮有把握地只说了一个字：“行！”就这样，谢芙英躺

在病榻上被送到大江对岸的如皋亲家邹宜玖的家

里。当时，邹宜玖家是一个大家庭，邹珍华加上姐

姐、弟弟、妹妹共７人，已婚未婚的都和父母住在一

起，共１４人，婆婆加入，就是第１５个了。

果然不出邹珍华所料，她的娘家人对自己重病

的婆婆表现出无比的热情和真诚，把她安排住在通

风采光最好的大房间，配备了舒适的寝具，每餐送

上可口的饭菜。亲家一天几次问寒问暖。在如皋

汽车站工作的邹珍华姐姐邹瑞华不仅帮助洗擦翻

身，端屎端尿，洗刷衣物，而且请如皋最好的医生看

病治疗。谢芙英摆脱了孤独寂寞，很快融入了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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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家庭。身体也奇迹般地出现了好转。一年过

去，已经能够下床走路，逐渐跟正常人一样，完全成

了一个活动自如、手脚麻利的好人。

谢芙英来到如皋后，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习

惯，尤其在饮食上，如皋的长寿食品玉米糁粥成了

她的最爱。如皋人受佛教思想习俗影响较深，一些

人吃素，她坚持半素，平时荤素搭配，初一、月半全

部吃素。这样做，对保持肠胃健康很有好处。

如今，她在如皋生活了３２个年头，已是９９岁

的老寿星。当刘桂江会长看望她时，正坐在卧室

里，准备打开孙子给她买的影碟机，播放爱看的越

剧、锡剧、沪剧、京剧，碟片一大摞，足有５０多张。

床上的被子叠得方正方正的，东西放置有序。儿媳

邹珍华介绍说，她每天五点多钟就起床，生活很规

律。起床后总要把自己打扮得利利索索，把家里收

拾得整整齐齐。９９岁的谢芙英精神矍铄、神采奕

奕，还专门给刘桂江会长表演了针线活儿，穿针引

线，手头麻利。她的儿子张洪保告诉刘桂江会长，

老太太还是好动的人，直至现在，还经常乘车去百

里之外的南通看望孙子、孙女和曾孙儿，顺便看看

南通的景点。

原来，谢芙英是个心灵手巧之人，上过小学，在

那个时代的妇女中，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会绣花，

能做一手好针线活儿，还是烧菜的能手。她来如皋

后不久，不仅很快融入了亲家邹宜玖这个大家庭，

而且也融入了如皋这个大家庭，和邻居相处十分融

洽。后来因动迁，邹家大家庭被分开，安排谢芙英

同邹珍华的小妹妹住在另一个院内，由小妹妹在生

活起居上给予照顾，亲家也隔三差五去看望，谢芙

英很快和新邻居打成一片，常和邻居拉家常，无锡

话很快如皋化，东家杨奶奶、西家李奶奶都成了她

的好朋友，经常交流炒菜、做针线活的技术。

谢奶奶在这个大院一直生活到９２岁，才和从

新疆调回如皋的儿子、儿媳住在一起。

去年，谢芙英和儿孙们一起回到无锡老家羊尖

镇看望亲戚邻居，前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人们都

以羡慕的目光看着这位３０年前被人用担架抬走的

重病老太太，如今不仅能自己走路，而且还谈笑风

生。她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既有惊喜，故乡变得

更美了；也有失落，当年熟悉的老哥儿们、老姐儿们

基本上都已作古了。

当刘桂江会长问起谢芙英在如皋的生活感受

和长寿奥秘时，谢奶奶感慨地说，如皋地美、水美、

饭美、菜美、人更美，是亲家一家人帮助她度过了生

死难关，是如皋的热心邻居给了她的欢乐和愉快，

是如皋的水、如皋的饭、如皋的菜，让她健康长寿。

（《长寿研究》２０１１年第九期，《如皋动态》２０１１

年９月３０日Ａ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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