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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科学会专科文凭●美国内科学会会员●Shady Grove Adventist 医院和
Suburban 医院内科主治医师●霍普金斯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住院医师●爱因斯坦医学院普外科住院医师●华西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硕士

各种内科，普外科，泌尿外科常见疾
病，复杂的内外科慢性疾病，健康

体检，门诊小手术。

主治

主治医师

经验丰富，服务超群
医术广博，奉献社区
家庭医师，呵护健康

接受多种医疗保险，自费优惠 预约请打： (240)888-9567
3-082地址: 15215 Shady Grove Rd, Suite 203, Rockville, MD 20850 免费停车

先进物理治疗仪器先进物理治疗仪器

X-RayX-Ray检查检查

针灸治疗针灸治疗

按摩治疗按摩治疗

诊所收费合理，接收：
全部汽车保险、Care First BCBS,

United Health Care, MAMSI, Aetna,
Cigna, MDIPA等各种保险

主治:车祸受伤、运动受伤、
工作受伤、颈背扭伤疼痛、
肩脖疼痛、坐骨神经疼痛、
腰椎间盘突出

车祸专科医师

廉相烈医师

物 理 治 疗 专 门 诊 所

电话：301-216-2222
地址：438 N Frederick Ave Suite 435,

Gaithersburg, MD 20877 3-063

Dr.Sang Youm, D.C.

精通国语、粤语

*毕业于美国Logan College
脊椎治疗医学博士

*荣获实习医师最高荣誉奖
*撞击受伤专科文凭
*针灸专科文凭

丰富经验处理车
祸个案,为您完成
详细医疗报告以

帮助您获取
最大赔偿

AARP 基金会纳税辅助项目寻求精通中英
文志愿者，为中低收入的个人或家庭免费
报税和咨询。AARP是全国提供免费报税
最大的机构，尤其是给六十岁以上的公
民。义工工作可以是接待，填表，维持计算
机和其它机器正常运作，还有全面管理。
中英双语义工非常需要，他（她）们可以帮
助那些不讲英文，或英文是第二语言的个
人或家庭。不用担心自己的能力，所有义
工都会参加培训，经过考核，拿到证书，才
可以服务报税人。即日起，开始报名，也可
来电咨询。电话 301-801-6510
时间：上午 9-12noon

寻求精通中英文志愿者

我是一个旅美老人，现年已八十有三。
六十余年来我得过多次疾病，有的求医就可
以治好，有的病还非常顽固，甚至求医问药
也未能凑效。于是逼得我不得不走向自我
操练的道路。

所谓自我操练就是自己来进行操作和
锻炼。操作指的是针刺和按摩，锻炼指的是
练太极拳和修练气功。自我操练的理念和
方法，使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征服了许多顽
疾，促进了身体的健康。下面让我来谈谈我
和多场疾病斗争并取得实效的亲身经历。

我自幼体弱多病。上个世纪 50 年代
初，我从南方某城市来到北京某个大学（附
1）就读。由于常年生活在南方，对北方的环
境，气候，和饮食非常不习惯，因此，入学后
就经常闹病。在唸到大学三年级时，不知是
从那一天起，上午上到第四节课就发低烧，
因为年轻，也不在乎，就这么抗着，几天后实
在顶不住了，就到校医室去看病。起初，医

生也看不出什么名堂，给点阿斯匹林之类的
退烧药，吃后发发汗，但药性过后，低烧却依
然不止。过了几天，再到校医室去看时，医
生开始注意了。原来，这些天我们班连我一
起共有六个同学都到这里来看病，症状基本
相同。于是他们决定让我们到当时的北京
大学附属医院去检查。这一查不得了，原来
我们六个人得的都是同一种病：浸润性肺结
核。浸润性肺结核在以前俗称肺痨，听老一
辈的人说，这是一种富贵病，传染性非常强，
穷人得了只有等死，富人得了靠吃高营养补
品来维持性命。所以在听到这一诊断结果
后，我们的心都凉了！个个都是穷学生，那
来那么多的钱去治病并养身体呢？

幸好当时政府正万事国家百废待兴，很
重视培养大学生，尤其是工科大学生。怕这
种传染病会传染到其他学生，于是我们幸运
地得到了学校上级领导的关心，将我们六人
一起送到一个环境优美和安静的地方去治

病疗养，我们的伙食也改善多了。记得当时
给我们服用了一种叫“雷米封”的药，几十年
来我一直不知道它在当时的贵重，直至最近
和一位医生朋友聊起来，才知这种药在当年
是进口的，十分昂贵，我们得以服用，真是万
幸。

这样住了三个月，我们去医院复查了。
复查后，对我的情况医生们感到惊异，原来我
的浸润性肺结核病已经好了，在X射线的照射
下，原来浸润的地方已成为一个钙化点。但
其他五位同学只是控制了肺结核的继续扩
散，浸润部分有的在缩小，有的还未好转。医
生们问我：“你的身体条件不比他们好，你们
几乎同时得病，同时服同一种药，又同时疗
养，为什么你能好得这么快？”我想了想，说：

“大概是我坚持打太极拳的缘故吧！”他们听
后半信半疑。但是我却坚信这一点，因为自
得病后，我一直坚持练太极拳，而他们不会。

实际上，我因爱好运动，入大学后，一天
清晨，我在校园内见到我们的体育老师王力
泉在教教职工们练太极拳，我也跟着学。他
教的是吴式太极拳，共 83式，得病前我基本
上已学会。养病后，我买了几本吴式太极拳
的书，进一步边学边练，一天练二三次，未想
到竟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我的病既已好，就可以跟班上课了，而那
几个同学却因此而留了一级。这是我第一次
尝到了自我锻练，可以促进健康的甜头。

我的第二次经历是在1968年底，那时中
国国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五七干校”大
量兴起的时候，其时我已是一名大学教师。
因为是“修正主义接班人”，于是第一批就被
下放到“五七干校”中去劳动。几个月后，干
校（附2）接到通知，要派一批干部和教师到农
村去与农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又是第一批被派了
下去。“三同”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 1964
年在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最高指示下，我
们老师就曾和学生一起到山东去和贫下中农
实行过“三同”，“三同”下来不少教师得了浮
肿病，我还染了满身虱子。这次下去，我已有

过一次经历，所以也不怎么担心了。
下放的地点是河南省确山县的一个农

村。这个村十分贫穷，我入村后，同吃，同劳
动还好说，只要将每月的钱，粮票给吃饭的
那家农民，到时去吃就可以了。同劳动就是
按时下地去和农民一块儿干活。同住就遇
到了麻烦，农民的房子很小，一家老小就已
够挤的了，那能再住进一个年轻人呢？尤其
是如果家里有大姑娘时，就更不好办了。于
是村干部们想了一个办法，村里有一个牛
棚，把牛用篱笆隔开，把我安排到牛棚中去
住，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样我就住进了牛
棚。同住进去的还有一个河南省下放下来
的副厅长，他是个老“八路”，因为被打成“走
资派”，全家都跟他下来了。所以，我也不祘
寂寞。

没想到进住后不久，我就得了急性肠
炎，上吐下泻，急忙到附近的由北京下来的
化工学院“五七”干校校医室去看，他们给了
我一些痢特灵和黄连素之类的药，吐泻是止
住了，但随即变成为慢性肠炎，每天肚痛，经
常拉三，四次。我带下来的近 100片黄连素
都吃完了，也未能治好，想回干校去，估计也
是这类药，回北京是没门的。我知道长此下
去，身体低抗力会越来越弱，说不定什么病
都会上身的，至时麻烦就大了。出现这种病
的原因是因为村里唯一的一口饮用水井建
在路边，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安上井台，井口
和路面是相平的。晴天，路上的尘土往井里
落，雨天，牛，猪，鸡粪等齐往井里流，这种饮
用环境，对在城里长大的我，怎有抵抗力而
不得病呢？

这时我既已无药可吃，就不得不自己设
法了。来干校后，我带来了几本针灸的小册
子和针，这次可派上了用场。我阅读了这些
册子，学习了有关穴位及针刺的方法，就自
己扎起针来。头一个星期效果不明显，第二
个星期后，效果开始出现，肚痛已减轻，泻肚
的次数也减少了，这使我增强了信心。半个
月后，终于通过自我操扎针，治好了我的慢
性肠炎。这是我事先予料不到的。胡胡 子子

自我操练自我操练,,促进健康促进健康((上上))

金风送爽，瓜果飘香，由“阳
光”耆老严人觉老伯主讲的“数独
进修班”历经四个月，今天功德圆
满结业了。8月 31日上午在“阳光
中心”大厅，举行了庄重的结业典
礼。中心负责人唐渡首先致辞，他
说:“严人觉伯伯是一位慈祥的老

人，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师长。他
年近九十虽双耳重听，但双目有
神，思路敏锐。他原是研究土木工
程的科学家，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的会员。退休之后对研究“数独”
情有独钟。多年来他深入地研究
了数独的内在逻辑机理，他的数独

课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和
丰富翔实的图表系统解
析了数独的特征、求解
以及设计方法，还有大
脑运动游戏的解题方法
等。这其中有很多是严
伯伯自己独到的发现和
创造。

数独起源于欧拉发
明的拉丁方块，我常常
看到在地铁上，很多美
国人都拿着免费报纸在
娱乐版上用铅笔在行列
方格上画来画去，现在
恍然大悟：这就是目前
全球流行的数学游戏。

它既可以帮助年轻人提高逻辑思
维能力，又可以帮助成年人缓解职
场压力、激发创意，还可以帮助我
们老年人锻炼大脑机能延缓衰老。

严伯伯孜孜不倦的精神，谦和
的为人，给我们阳光文化养生这块
园地增加了营养。数独进修班虽
然已经结业，但是我们大家要学习
他的精神，学习他的为人，一起来
普及这一有益于大脑运动的游
戏。”

唐总接着邀请严伯伯致辞，严
伯伯高兴地说：“经过四个月的群
策群力，今天阳光保健养生中心的
数独进修班宣告结业。四个月来，
承阳光中心领导人唐渡先生、活动
组朱潇潇女士和全体学员的支持，
进修班得以功圆果满，对此，我表
示由衷的感谢。我希望各位学员
再接再励，把数独知识在阳光中心
传播开来，把文化养生的阳光中心
办成华府地区第一流的老年归宿，
则全体耆老幸甚，北美华人幸甚。

祝诸位福寿康宁!”
对这位德高望重、热心公益的

老伯的希望，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学员代表孟昭永致辞，他感情凝重
地说：“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作为一个学生，我要向我们的老
师、德高望重的严老表示最诚挚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严老年届九秩，一生专业成就
丰厚，贡献社会良多。退休之后移
居美国，在常青社一个偶然的机会
接触“数独”课题后，便潜心深入研
究其计算规律.并以生动的语言和
翔实的图表，深入浅出地解析“数
独”内在的严谨逻辑、设计方法和
求解技巧。这些体现了严老独特
创造力的丰硕成果，已粲然成一部
专著《数独的逻辑——数独算法从
入门到精通》今年二月由中国邮电
出版社发行后，在网上受到读者好
评。

在我们“阳光中心数独进修
班”的教学中，严老精益求精，不辞

辛劳，又编了104页讲义，绘制了大
量简明的图表。精心地设计了每
一节课的内容，由浅入深、环环紧
扣，把我们从初级摸索的启蒙阶
段，逐步引导并提升到不仅懂得理
论，而且会实际操作的水平。严老
真是一位循循善诱、金针度人的良
师！

“数独”虽然只是一种数字游
戏，但它能开发智力、缓解压力，于
老年人尤其有降低罹患失智痴呆
症的风险的功效。严老以望九之
年而孜孜矻矻、潜心治学、热心公
益，十分令人钦敬。“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严老身体力行，是我
辈难得而幸得的楷模！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
高水长！”

敬祝您老人家天天快乐，身体
健康，寿享天年！最后，唐总代表
中心向进修班学员颁发了结业证
书，向严老伯颁发了奖状并赠送了
纪念品，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数独健脑抗失智数独健脑抗失智 严师授业度金针严师授业度金针

阳光中心文化养身活动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