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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好吃啥都香 身体健康啥农活都能干

百岁老人最爱打手机叫儿女团聚
昨天，记者在钟祥客店镇邵集村
见到了张顺甫老人。他是在田里拔草
时被55岁的小儿子张理财叫回来的。
“今年我100岁。 ”老人竖起右手食指
清晰地比划着。
今年3月做了寿的张顺甫养了4
个子女，大女儿如今80岁了，四代同
堂的全家大大小小33口人逢年过节
聚在一起，是老人最开心的时候。
百岁老人张老汉一边熟练编着
扫帚，一边与我们唠嗑。他咧开嘴笑：
“我牙好，啥都能吃。 ”老人现在还有
十几颗自己的牙齿，咬东西一点问题
也没有。吃自家养的鸡，种的菜，打的
粮食。 他不挑食，和子女们吃一样的
饭菜，每天天亮就起床下地，儿子赞
道：“他什么农活都能干！ ”
不打针不吃药，几十年里几乎没
怎么上医院，前两年儿女带他去城里
体检过，也没什么毛病。 他在城里住
不惯，在老家住着，想孩子们了，就拿
起手机把儿女们叫来，其乐融融。
在钟祥，像张顺甫这样的百岁老
人不是个例， 这个不大的县级市，现
有百岁寿星109人。 他们均能生活自
理，神志清楚。百岁老人身后，还有一
个雄厚的“梯队”：钟祥有90岁以上
高 龄 老 人 3321 人 、80 岁 以 上 老 人
25407人。 国际人口老龄化长寿化专
家委员会考察团专程到钟祥， 将水、
土壤、空气、食品等与区域长寿密切
相关的元素取样检测化验，形成《钟
祥市人口长寿的环境基础》权威性报
告，将钟祥认证为“世界长寿之乡”。
记者毛茵

武大中南医院跟踪随访钟祥90多位长寿老人

抽查46人无一例因脑血管意外卧床

百岁老人张顺甫身体十分健康
记者毛茵 摄

昨天，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王桦教授。 她从2013年开始跟踪研究钟
祥百岁老人健康状况， 目前跟踪随访着
90多位 90岁 以上 的 长寿 老人 的 健康 状
况，调查结果显示，长寿老人意识清楚，有
判断能力，生活基本能够自理。
王桦说，这些老人一生劳作，清贫的
家境限制了过高的奢求， 养成了随遇而
安、与世无争的性格和日落而眠的起居习
惯。加上饮食清淡，较少进食大荤及甜食。
王桦结合 《中国健康老年人标准》分
析百岁老人长寿原因，认为取决于六大因

素：钟祥长寿文化精深，得天独厚的地理
环境，雨水、阳光均很充足；90%老人从小
劳作，性格坚强，知足常乐；多生活在农
村，吃自种蔬菜、豆类、米；多代传递中形
成抗御疾病的遗传免疫机制；政府的关爱
和医疗保障机制；居家养老，四代同堂，其
乐融融形成的良好情感归宿。
钟祥市人民医院曾抽选了46名百岁
老人，进行全面体检。 结果显示，46位百
岁老人中，无代谢综合症，无高血糖、高血
脂，无一例因脑血管意外而卧床者。
记者毛茵

泡养生泉 吃生态餐 访百岁老人 观古村秋色

晚报乐龄俱乐部带您探究钟祥长寿之谜
走在秋天的钟祥古村落里，寻找穿越
时空的记忆。武汉晚报乐龄俱乐部将带您
去泡养生泉，吃生态餐，访百岁老人，观古
村秋色，一探钟祥长寿之谜。
钟祥是世界长寿之乡，现有百岁老人
109名，是全国平均水平近十倍。 仅需2个
半小时的车程， 您就能进入一个世外桃
源：可品尝当地长寿美食，游览赵泉河古
村，每天泡一次元佑养生温泉，放松身心，
补充硒、氟、钙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住在准四星标准的温泉度假区，享受天然
负离子氧吧；观赏古树群落，在稻谷金黄、
小桥流水的村庄听长寿老人的故事；到植
物园看四季花海；信步莫愁湖栈道；参观
记者毛茵
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
3天2夜体验团：638元/人（含意外险、住宿、2早4正、2次温泉浴、往返及去景点交通）
6天5夜养生团：858元/人（含意外险、往返交通、住宿及餐、5次温泉浴及乐龄活动）
咨询电话：82428962 出发日期：9月25日 报名时间：9月15日9：00-17：00，16日9：30-12：00
报名地址：武汉晚报一楼大厅（地铁3号线惠济二路站B出口）

“远离害人传销 不要沉迷手机游戏”

晚报乐龄俱乐部征集20位读者

爷爷为大一孙女手写朴实家书
本报讯（记者陈奇雄）
“冰雪，我平
时跟你说话少，在你上大学前，就以文
字形式说给你听听……”青山区一位79
岁的老爷爷，在孙女即将去大学报到前
几天， 用受伤的右手给孙女写了一封
信，重点告诫孙女在学习生活中，要远
离传销，少玩手机游戏。 他将对孙女的
祝福与叮嘱， 化为朴实深情的文字，孙
女说：“我是噙着泪水读完这封信的。 ”
18岁的女生谢冰雪，家住青山区红
钢城，今年高考被武汉科技大学国际学
院网络工程专业录取。 谢爷爷叫谢体
斌，79岁，曾是一名转业军人。

谢冰雪说，12日下午， 爷爷突然来
到她家，将一封信交给父母，后转交给
她，
“读着这封信，我感动得泪水直流。 ”
爷爷很爱她，但平时话不多。 谢冰雪之
前在钢城十一中读初中，在武钢三中读
高中，六年中，因父母工作忙没时间照
顾她，每天都是爷爷为她做好吃又有营
养的饭菜。 爷爷希望她能考上好大学，
但从不问她考了多少分，也不让她父母
给她压力。 谢冰雪说，六年来，爷爷每天
都会收看天气预报，“第二天要下雨，他
会提醒我带伞；第二天要降温，他就叮
嘱我加衣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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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谢爷爷告诉武汉晚报记者，
孙女考上大学，意味着要开始独立生活
了，他觉得有必要叮嘱孙女一番，深思
熟虑后，他写了这封信。 之前，孙子出国
读博时，他也写过一封信，叮嘱孙子保
重身体，早日学成归来报效国家。
记者看到， 在给孙女谢冰雪的信
中，谢体斌老人除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外，不厌其烦地告诉孙女：哪些事情可
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比如，他要孙女不
要怨天尤人；夜不外出；少喝饮料；远离
害人的传销；不要沉迷于手机游戏等。

教你制作养生绿豆饼
在这个容易“秋燥”的节气里，你有
没有想过做些应季的美味糕点，在茶余
饭后细细品味？
绿豆有利尿的作用， 绿豆饼外酥
脆、里香甜，有助于清热养颜。 武汉晚报
乐龄俱乐部特征集20位读者， 于9月19
日上午到武昌区老年大学一楼，邀请青
年面点师傅晓萌教您制作色香味俱全
的秋季养生点心绿豆饼。
乘车提示：可坐公交571/706/542/
607在彭刘杨西路站下车。 9月19日上午
9点半在该站集合， 一同前往武昌老年
大学。 报名电话：82428962
记者余丹夏

武汉国美超级福利内购会 本周六低价开抢
以大数据精准洞察为依据，供应链
显著优势和商品经营能力为支撑，强链
接实现的粉丝聚客为手段，国美916超级
福利日将再次席卷全省，创造家电零售新
纪录。

场景体验直击电商软肋
国美“超级福利日”2015年首次面
世，它摒弃了传统的大规模广告投放宣
传形式，以粉丝经济为聚客手段，使真
正有需求的消费者凭券入场，享受国美
内部员工价的特惠。 为了给消费者真低
价，国美多次对标网络价格，更强化了
线下门店的体验优势，直击纯电商平台
软肋。 2017年来，武汉国美各大门店进
行场景体验建设，如今已形成集厨房烘
焙、电竞娱乐为一体的场景体验区。 在未
来发展过程中， 还将继续推进线上线下流
量入口融合， 并加大家装设计场景体验方

面的建设，为广大消费者提供
“
家电+家装”
一体的购物场所，吸引年轻消费群体，引领
实体经济转型回暖。

“
格力空调工厂巡展”就在国美
联合让利
格力空调工厂巡展的全渠道同步
发力，全民共同参与的工厂巡展促销模
式也是格力首创。 同时本次活动，国美
还联合西门子、老板、林内、能率、海信、
TCL、长虹、松下、美菱等一线品牌共同
参与格力工厂巡展，联合让利。凭9月15
日-17日格力空调购物发票，到国美各
门店再购联盟品牌产品跨二品牌累计
满15000元以上送价值1499元莱克空
气净化器一台。

福利低价 放量普惠
为您省更多

活动期间 ， 夏 普45吋 智 能彩 电，
9.16活动价仅售1999元，同时，还赠送
价值498元的爱奇艺VIP会员。 海尔205
升三门冰箱冰箱，活动价1199元。 美的
7公斤变频滚筒洗衣机， 活动价1499
元。 美的1.25匹变频空调，活动价1999
元。 顾客还可凭购物发票及入场券领取
卫生卷纸一提或900毫升食用油一瓶（数量
有限，送完即止）。
武汉国美所有门店在9.16当日均
闭店销售，唯有持武汉国美的内购会门
票券才能入场，并且是实名制，只有登
记了姓名和电话才可以得到内购会入
场券，数量有限，赶快向身边的国美人
索票吧！ 身边没有在国美工作的亲友？
来 吧 ， 看 这 里 ， 赶 紧 拨 打（027）
83331538国美索票热线， 报名领取入
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