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寿老人
看上去神秘而难
以捉摸。甚至有研究
发现，有的人吸烟、运动
少，他们依然可以活到100
岁。这些人身上有哪些相似
点？《生命时报》综合国外多项研
究，总结出10个惊人的长寿迹
象，不妨对照看看你符合几条。

少把压力挂嘴边。
美国加州大学在一项针对同龄女

性的研究中发现，经常感到压力大的
女性，其基因端粒的长度比压力小的
女性短得多，差距相当于早衰老 10 年。
不过，通过练习瑜伽、冥想打坐、与朋
友聊天或者听听音乐等方式，可以使
端粒酶活力提高 43%，进而起到延长
端粒的作用。

让运动成为“朋友”。
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绝经后妇女如果不锻炼，其端粒缩短
的危险就会增加 15 倍。锻炼身体既有
助于消除压力，也有助于提高端粒酶
活力。如果每天高强度运动 14 分钟，
连续 3 天后就会收到效果。在运动方
式上，爬山、快步走、游泳、球类都是不
错的选择。

餐桌上多些粗粮。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的研究发现，膳

食纤维（特别是来自谷物的纤维素）除

了可以保持消化系统健康，还能延长端
粒的长度。全谷食物的抗炎和抗氧化作
用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除了全谷物食品，干豌豆、扁豆、青
豆等豆类，茄子、菠菜、无花果和梨，都是
高纤维食物，常吃它们能帮你每天轻松
获得25~30克膳食纤维。

经常盯着体重秤。
如果你肚子上的“游泳圈”又大了一

圈，那么你离长寿又远了一步。美国北
卡罗来纳州国家环境健康科学研究院
的一项研究发现，肥胖会导致慢性炎
症，进而出现氧化损伤，而端粒对氧化
损伤非常敏感。身体超重或肥胖时间越
长，氧化损伤就越大，肥胖会加速人体
衰老进程。

多补充“天然维生素”。
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研究发现，

补充维生素C、E和B12有助于延长端粒
长度，因为它们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
可保护端粒免受损伤。适量补充复合维
生素的女性的端粒，大约比不补充的女
性长5%。不过研究人员表示，对于健康的
成年人来说，合理膳食就能摄入人体需
要的各种维生素，不需要额外补充。通过
天然饮食进行补充更安全，抗衰老效果
也会更好。

每周至少吃两次鱼。
保护心脏和健脑是吃鱼公认的好

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一项有关营养
对人体端粒影响的研究发现，吃鱼还能
改善并保护端粒。

三文鱼、金枪鱼等多脂鱼含欧米
伽-3脂肪酸最多。研究者建议，一般成年
人每周至少应吃两次鱼。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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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拍成都

WEEKEND

在成都的摇滚音乐界，张黎兵算得
上是一名“老炮儿”，其参与组建的“雷
神”“襁褓”等乐队，是继“指南针”之后，
成都的第二代摇滚乐队。

在成都的摄影圈，张黎兵则是一名
新锐摄影师。他的一位好友是国内最早
拍摄摇滚乐现场的摄影师之一，张黎兵
经常陪他在暗房中冲洗胶卷，渐渐也喜
欢上了这门光影的艺术。但直到 2013
年，张黎兵才举起了一台微单相机（索尼
NEX-6），开始正式踏入了摄影的大门。

和张黎兵约好采访时，他正在横店
为电视剧《义海》拍剧照，这部电视剧的
拍摄背景为上世纪 30 年代末。在片场，
张黎兵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无论是群
众演员还是主演们，在拍戏空隙，打发时
间的最主要方式就是看手机。

有一次，导演正在调景，群众演员现
场待命，角色里有几个戴着防毒面具的
日本兵和一个躺在担架上已经“死去”的
女学生，张黎兵当时正在和导演聊天，不
经意回头一看，这个女孩努力抬起脖子，
忙里偷闲地玩起了手机……这颇为“穿
越”的一幕被张黎兵迅速抓拍。

在平时的生活中，张黎兵也经常会
拍美女。他把这些美女分为两类，一种是
自身外形气质条件很好，摄影师用上七
八分或九分功力，双方就都很满意；另一
种则是自身条件一般，“但沉醉在各种美
图自拍中”，拍得再好，她们也可能不满
意。后来他总结出一个办法：不给对方看
原片。“等我把图片修了再说。”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家族中长寿者多。
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一项名为

“新英格兰百岁研究”的调查发现，半数
百岁老人的家族中，都有父母、兄弟姐
妹或者祖父母活过90岁。

研究指出，直系血缘对寿命影响最
大，相比表兄妹，兄弟姐妹、父母的寿命
对你更有影响。

走路又快又远。
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人员对涉及

3.5 万名 65 岁以上老人进行研究发现，
走路速度每秒增加 0.1 米，死亡风险就
会下降12%。

《美国人医药联合会期刊》2006 年
的报告称，在70至79岁的老人中，走不
了400米的老人余下的寿命可能不超过
6年，同时他们残疾的机会也较大。

社交生活很丰富。
美国心理学教授莱斯利·马丁表

示，与家人、朋友和同事有亲密社交活
动的人能更长寿。

女性比男性更长寿。
2010 年，美国的 8 万百岁老人中，

85%为女性。科学家猜测女性心脏疾病
风险较低、男性吸烟率、车祸率高可能
是造成该现象的因素。不过好消息是，
男性百岁老人通常比女性百岁老人更
健康，他们不容易残疾。

出生年份影响寿命。
2011年英国政府发布报告称，2011

年出生的男孩和女孩活到100岁的几率
分别为 1/4 和 1/3；2011 年达到 20 岁的
男性和女性活到100岁的几率为19.5%

和 26.6%；50 岁的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14.6%和10%。

适度焦虑。
莱斯利·马丁说，性格悲观，倾向于

自责的人寿命较短。但另一方面，对于
任何年龄的人，适度的焦虑可降低50%
的死亡风险。适度焦虑者不冲动、不冒
险、生活总有计划，这些都是长寿的有
利因素。

体重正常。
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2011年对477

名百岁老人的研究发现，这些老人的生
活方式并不比其他老人健康，唯一的区
别是他们当中肥胖者很少。

染色体端粒很长。
端粒是染色体末端具有保护性的

DNA序列，端粒越长，细胞老化所需要
的时间就越长，寿命自然越长。

一些研究认为，卸掉压力、戒烟、吃
富含欧米伽 3 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
等，可以增加端粒长度，但百岁老人的
端粒多是基因所致。

对生活充满希望。
斯坦福大学长期的研究表明，积极

的情绪比态度更能决定寿命。研究者
称，对生活充满希望说明压力较小，它
反过来影响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进
而改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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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的三种最佳吃法

❶ 泡水喝、吃枸杞。有人习惯用
枸杞泡水喝，这样水里没多少营养，
因为枸杞所含的β-胡萝卜素、玉米
黄素等不溶于水，最好是喝完水把枸
杞也吃了。

❷ 煲汤。营养容易吸收，比如山
药枸杞排骨汤。

❸ 打豆浆加枸杞。打豆浆时放
点枸杞和豆谷类一起打浆，营养更易
被吸收。

对付湿疹的秘诀——
大量地抹润肤霜！

据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
院主任医师刘晓雁介绍，对付湿疹，
60%靠润肤，40%才靠药物，大部分湿
疹都能用润肤霜治好。遵循三原则：

❶ 量足。要使用超过平时润肤
的用量，厚厚地抹上一层，一般一周
就要用完250克；

❷ 多次。一般一天抹上4到6次
才算正常。

❸ 按摩。手掌、手指形成一个扇
形面，轻轻地把药膏推开，轻轻地揉，
按摩。

春季养生王牌食物

❶ 红枣养脾：春天体力消耗增
大，不适合多吃油腻的肉食，热量可适当
由甜食供应，红枣正是春季养脾佳品；

❷ 蜂蜜益气：蜂蜜含多种矿物
质、维生素，有助清肺解毒，是春季最
理想的滋补品。

❸ 春芽润燥：如香椿、豆芽、蒜
苗等，像香椿炒鸡蛋就有滋阴润燥、
泽肤健美的功效。

乌发美容用马齿苋

马齿苋有清热止痢、乌发美容的
功效，不仅可以吃还可以敷面美容。
将新鲜马齿苋适量捣成泥状，涂于面
部，适用于面部有扁平疣、痤疮（以及
湿疹皮炎类急性红斑渗出期的）患
者，每周1~2次，每次20分钟。

天生就长寿的9个迹象
你符合了几条？

长寿基因是天生的
但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长寿”是从古到今无数人追求的目标。前沿科学已经逐渐揭开了人类衰
老及长寿的密码，这个密码便是存在于染色体上的“端粒”。端粒长则寿命长，
端粒短则寿命短。虽然通过基因工程或端粒激活技术，延年益寿还尚需时日，
不过通过生活方式的简单改变也能使端粒得到保护或延长，进而延长人类寿
命。美国《预防》杂志刊文，教给大家可改变长寿基因的6件事。

6件小事改变你的长寿基因

少把压力挂嘴边

餐桌上多些粗粮

多补充
“天然维生素”

每周至少吃两次鱼

让运动成为
“朋友”

经常盯着体重秤

成都摇滚“老炮儿”
在横店拍剧照

喏，这就是那个躺在担架上看手机的女孩

各种看手机，还有自拍！

摇滚青年张黎兵（左一）

张黎兵镜头下的美丽女孩

快，拍下眼前的精彩！

“一拍集合”微
信公众号，是全国
首个由主流媒体强
势打造的摄影师、
模特、用户三方供
需交互的新媒体影
像平台。

找摄影，就上一拍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