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枚的“三不老”养生之道
何旭

袁枚是清代著名诗人和散文家， 一生著述甚
丰，享年 82 岁，这在 “人生七十古来稀 ”的时代已
是长寿了 ，而且年近八旬时依然神态不衰 ，齿若
编贝 ，声若洪钟 ，后人对他有 “一代文星兼寿星 ”
之誉 。 袁枚有什么独特的养生之道呢？

翻阅其名著 《随园诗话 》，你会发现他用诗总
结的养生经 ： “冬常早起夏常眠 ， 生性耽游自在
天 。身健每嫌儿女弱 ，心虚常觉友朋贤 。鱼贪凉影
游荷下 ，鸟恋残花立树巅 。记得当时康节语 ，凭人
谤我作神仙 。 ”长寿的袁枚有着良好的养生习惯
和 “悲喜适度胸若谷 ”的坦荡胸怀 ，成就了他 “八
十不知老 ”的 “不老传奇”。

袁枚的养生有 “足不老 ”的精神 。 袁枚好游山
玩水 ，他把远足看成是极好的运动 。 祖国的名山
胜水 ，他几乎足迹踏遍 ，留下了 《游黄山记 》、 《游
庐山记 》、《游桂林诸山记 》 等许多佳作 。 当时人
称袁枚是 “地行仙 ”，他与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游
山不避风雨 ，不畏严寒 ，不怕酷暑 。经常是在晨雾
或雨雪中观赏湖光山色 ，领略野趣 。 有时他还高
兴地在山上奔跑 ，领略 “万山随我同奔腾 ”的情
趣 。 70 岁那年 ， 他和一位比他小 20 岁的朋友一
起比赛攀登黄山 ，结果还是他先到达顶峰 。

袁枚的养生有“笔不老 ”的精神 。 他愈是年迈
愈是勤学 。 60 多岁的时候 ，他说 ，百年再算无日
多 ，从此光阴倍珍重 。学问原知止境难 ，衰年勤学
百康成 。 因而他处处 “珍惜余春 ”，读书的桌椅 ，
他多半安置在日照时间长的地方 ， “摊书爱坐西
窗下 ，多得斜阳一刻明 ”。 袁枚写作异常勤奋 ，流
传于世的著作就有 《小仓山房文集》、《小仓山房诗
集》、《随园尺牍 》、《随园诗话 》、《子不语 》、《随园食
单》、《袁太史稿》等。

袁枚的养生还有 “心不老 ”的精神 。 袁枚曾有
“悲喜适度胸若谷 ”之咏 ，意思是要能积极主动地
控制个人情绪 。 他的许多朋友 ，都十分了解他不
太为悲喜之事动容 ， 更很少为一些不快之事动
怒 。此外 ，袁枚还坦然面对生死 ，他认为生老病死
是自然规律 ，不用害怕 。 他在 《喜老 》诗中写道 ：
“一起百事生 ，一眠万事了 。 眠起即轮回 ，无喜亦
无恼 。 何物是真吾 ？ 身在即为宝 。 就便再龙钟 ，凭
人去笑倒 。 试问北邙山 ，年少埋多少！ ”

老爸养生进行时
陈新

前天早上，我去公园散步。 走到公园的
一个角落，看到老爸正站在一棵参天大树
前，双手交叠放在背后，两腿微屈，前额凑
到大树的躯干前，闭着眼睛，鼻子用力地
一呼一吸，一副十分陶醉的样子。 我以为
这大树的树身会发香，禁不住诱惑，也凑
前去闻了闻，可是我前闻后闻，左闻右闻，
长闻短闻，就是闻不出一点香味来。 我瞧
着正闻得如痴如醉的老爸，心里百思不得
其解，这树根本没有香味，他到底在搞什
么名堂呢？

这时，老爸结束了刚才的动作，只见他
脸色微红，一副很满足的样子。我好奇地问
道：“老爸，这大树一点香气都没有，你刚
才对着它闻什么呢？ ”老爸说：“我不是在
闻香，而是在练功呢。 ”第一次见到这
样的练功法， 我又好奇地问道：“老爸，那
这叫什么功法呢？ ”“树梢通阳，根丝吸阴，
每天对它呼吸，能健身益体的。 这可是我
独创的通阳吸阴健身法呢！ ” 老爸得意地
说。

今天早上， 只见老爸用手捂着额头回来，
嘴里还发出呻吟声。我和老妈赶紧扶他坐在沙
发上，发现老爸额头上肿了一个包。 老妈边帮
老爸揉着额头，边问怎么回事。老爸苦着脸说：
“我刚才在树下练通阳吸阴功，正陶醉时，不知
哪只该死的鸟儿把粪便拉到我的鼻子上，我吓
了一跳，额头就跟大树亲密接触了。 ”

瞧着老爸嗷嗷叫的样子 ， 我想起了
去年春季老爸练的“空气浴”养生法。

所谓“空气浴”， 就是利用空气的温
度、湿度、气流、气压、散射的日光和阴离
子等物理因素对人体的作用，来提高机体

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的一种健身锻炼
法。 其中，冷空气浴的效果最佳。

那一天，早饭刚吃过，老爸就拿着温度
计， 在阳台上测温度。 边看着温度计边高
兴地说：“4 摄氏度， 正好达到冷空气浴的
标准， 而且这里风势又大。 真是空气浴的
好地方啊！ ”说完，老爸就回屋里去了。 过
了一会儿， 老爸只穿着一条红短裤出来，
盘腿坐在阳台正中间， 哆嗦着学寒号鸟叫
道：“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
垒窝！ ”我同情地劝道：“爸，你都冷到这种
程度了，不如多穿件衣服练吧。 ”老爸说：

“不行，虽然冷了点，但这样锻炼效果更显
著。 再说，练一段时间就习惯了。 ”

不一会儿，就见老爸跑回卧室，穿上皮
大衣，然后捂着肚子往卫生间跑。 我窃笑，
老爸终于冷得败下阵了。 接下来， 老爸一
趟一趟往卫生间跑。 老妈问他怎么了。 老
爸有气无力地说：“我受凉拉肚子了。 ”老
妈责备过后 ， 给老爸吃了民间止泻 单
方———菠萝，不见效果；吃了黄连素片，也
不见效果； 吃了乳酸菌片， 还是没用。 最
后， 把拉得脸色苍白的老爸送到医院急
救， 才算泻停。 记得当时老爸往卫生间跑
的情景，跟几年前电视上的止泻药广告如出
一辙。

老妈边帮着老爸揉额头， 边苦口婆心
地劝道：“老头子，你以后别练什么养生法
了，好不好啊？ 一练养生法就受伤。 每一次
都让我们担心得半死。 ” 老爸听了不服气
地说：“也不是每次都受伤吧，那一次吃素
养生不是没受伤吗？ ” 我和老妈听了都笑
了起来。

那是今年元月， 老爸在吃早饭时宣布：
“为了养生，我从今天开始准备吃素。 ”老
妈说：“你喜欢吃素就吃吧。 ”中午，老妈做
了香喷喷的卤猪耳朵和清蒸鱼， 这两道菜
可是全家人都喜欢吃的。 吃饭时， 老爸面
对自己平时喜欢吃的菜， 果然不为所动，
正儿八经地吃些青菜和豆腐汤。 老妈瞧了
老爸一眼，对我说：“儿子，你爸吃素了，这
些荤菜就我们两个人吃， 你要多吃点！ 再
说，这么美味的东西扔掉可惜啊！ ”

这时， 老爸突然重重地朝桌面放下筷
子，生气地说：“老太婆，你也太过分了！ 你
吃你的荤菜， 我也没说什么， 但你今天炒
的青菜一点味道都没有， 这不是故意跟我
作对吗？ ”我夹了点青菜一尝，果然没有什
么味道。 于是，我也帮着老爸说话：“妈，老
爸喜欢吃素， 就让他吃吧， 你为什么把青
菜炒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呢？ ”

老妈说：“我哪里是故意的？ 我这样做
还不是为了配合你爸吃素。 ” 我和老爸听
了都觉得莫名其妙。 老妈看见我们两个大
眼瞪着小眼，就说：“葱、姜、蒜、辣椒、胡椒
这五样东西， 就是所谓的五辛， 也是不能
吃的。 这是我从网上查到的。 所以我炒青
菜就不用这些东西。 鸡精更是不能用的。 ”

老爸瞪圆了眼睛：“真的吗？ 这些东西
也不能吃，那不是让我生不如死吗？ 算了，
我不吃素了。 早点跟我说， 我刚才就不用
吃得那么难受了。 ”说着，老爸赶紧夹起一
块猪耳朵扔到嘴巴里， 边吧嗒吧嗒地嚼着
边说：“香，真香！ 看来还是荤素搭配好。 ”

唉，这吃素养生法，就这样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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