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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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中心文化养生活动系列
据说麻将这种游戏是千百年

来由多种棋牌活动融合演变而成。
最初，麻将以《水浒传》中人物为图
案而将牌的基数定为 108张，以隐
喻 108条好汉。后来随着风牌（东、
南、西、北）和箭牌（中、发、白）的加
入，使牌数达到136张。再后又加上
了 8张花牌（春、夏、秋、冬、梅、兰、
竹、菊）最终形成了这种144张和每
把 13张的定型打法。在中国，麻将
的普及可说已达到家喻户晓的程
度。无论是达官贵人或村夫野老无
不高兴摸它几圈。最近我读梁实秋
先生《麻将》一文，更得知打麻将不
但在中国盛行，连美国也很盛行。文
中他还提到不少名人，如胡适、闻一
多、徐志摩等也喜欢打麻将。像徐志
摩打牌时，牌去如风，不加思索，是
一等的好手。梁先生更形容，“麻将
之中自有乐趣。贵在临机应变，出手
迅速。同时要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有
如谈笑用兵。”麻将可说是一种有趣
的“斗智不斗力”的游戏。

来美国后，我也见过很多耆老
都喜欢打麻将。在不少老年活动中
心和日间保健养生中心，几乎都开
展有麻将这一活动。打麻将所需设
备比较简单，只要有一张八仙桌，
四个人就可以尽情酣战。在一些中
心的大厅角隅或会议室，常会空出
几个方桌以备打牌之用。不过，像
阳光保健养生中心这样专门设立

“麻将室”的尚很少见。我问过阳光

活动组的陆女士，你们阳光怎么这
样重视麻将活动呀？他解释说，因
为阳光的保健宗旨就有文化养生
这一项。麻将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
点和意象，打麻将可活跃大脑、启
发思维，对延缓衰老，健脑益寿很
有益，这些符合我们文化养生的宗
旨。你想，这样的好事，我们怎么会
不重视呢！

阳光的“麻将室”确实有点讲
究。室内宽敞明亮，四张自动麻将
桌并列排开，每张桌旁还配有四把
红木带靠背的皮垫座椅。自动麻将
桌也很新颖，除了外形设计精美以
外，桌子中间装有自动洗牌，码牌
的装置。一圈打完，只要将牌推至
桌子中心，一按电钮，牌就会下沉
至桌内并自动洗牌。再一按电钮，
另一副牌即升至桌面并排成方阵。
看到现在打牌这样省时省力，我打
趣对陆女士说：“真是时代进步了，
连麻将这样的国粹也与时俱进自
动化了，如果能让机器人来帮你打
麻将那就更妙了。”

更有意思的是，麻将室墙上的
大幅诗词。其一曰：“麻将颂。”陆女
士介绍说，这是耆老舒绍宏先生作
的，他为了活跃麻将室的娱乐气氛
就作了这些诗词并请晓林先生书
写贴上的。其诗云：“耆老聚首，会
战方城，切磋牌艺，增进友谊。国粹
麻将，播及西方，国人更爱。麻将运
动，锻炼手脑，防痴防呆，有益健
康。”诗写的生动贴切，恰当地表达
了麻将活动的娱乐功效。另外二首
描写打麻将的情况，内容更为幽
默，我把它抄录如下以供大家欣
赏：

其一曰《大三元》：红中白板发
财，财源广进。东南风西北风，风水
轮流。

其二曰《清一色》：筒子条子万
子，万无一失。自摸对碰开杠，杠上
开花。

参观了阳光的“麻将室”，我感
慨良多。耆老中真是人才济济，个
个心宽似海，乐观潇洒。这正是：阳
光处处多才俊，文化养生益寿多。

中秋佳节月儿圆，喜逢华诞七周年。

欢乐中心人欢乐，幸福花开幸福园。

华府保健惠华裔，功德无量颂群贤。

良性互动齐发展，再铸辉煌谱新篇。

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我
经历了我的第三次磨难，这次比前
二次都重，拖的时间也最长。1982
年记不得什么时候起，我得了慢性
胃炎，其症状是，每天到吃饭前一
个多小时，胃就又胀又痛，吃完饭
后，就缓解些，快到下次饭前，又痛
起来。就这样，反反复复，疼痛不
止，但又不是剧痛。我吃遍了中西
药均无效。经钡餐造影，超声，胃镜
等检查，确诊为“浅表性胃炎”。为
此，我住了三个月医院（附3），也未
见好转。该医院主管胃肠病的主任
告诉我，对这种慢性胃炎，西医目
前尚无法根治。这以后，我就只好
边吃药，边求医，还不断地问新药。
那时口袋里经常装着饼干，痛时吃
上一些，以减轻疼痛。后来有了“丽
珠德乐”，“三九胃泰”，我买来吃

后，暂时缓解一些，过后还是照样。
这样前后折腾了近三年。那段时
候，我几乎每年都做一到二次胃
镜。其时，国内做胃镜不用麻药，管
子插入喉咙，经常难受得不住呕
吐，犹如受刑一般，但又不得不做，
唯恐得了胃癌还不知，真是苦不堪
言。到了1985年，一次胃镜检查中，
发现我的胃病已由浅表性胃炎进
展为萎缩性胃炎了。我想我离患胃
癌已不远了。怎么办呢？医药既已
无效，我就决定不再吃药，转向寻
求自我操练的方法。我除了每天加
大太极拳的练习外，又向朋友学练
太极推手，同时买了一些气功方面
的书刊，我重点研究了气功大师，
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院长刘
贵珍，北京西苑中医研究院气功大
夫赵光，上海气功大师蒋维乔，如

意太极拳大师石明等人
的文章，报告，结合自己
的情况，自创了一套简单
易练的功法，我名之为

“自养站桩功”，每天勤练
起来。有一天，在与朋友
们晨练中，我突然发现，
有一位自幼即练太极拳
的老师在练功时不断地
转动腹部，过些时随着腹
部的转动肚内发出有节
奏的“咕咚，咕咚”响声。
开始我十分惊奇，随即产
生出一种想法，如果我也
能练就这种本事，是否会
对我的胃病有好处呢？于
是我就向他求教，他很痛

快地告诉我这种练法的要点。以
后，我就按他教给我的办法，结合
我的“自养站桩功”练将起来。

我知道，他自幼练功，已有许
多年的基础，我要练成他这样，非
得加大幅度与次数不可。于是我从
转动的次数，每天练的时间，练的
次数上都加多了，同时还将“自养
站桩功”功法结合进去。头二个月，
没有效应，但我并不灰心，因为我
知道，除了这种治疗方法外，我已
找不其它方法能治好我的萎缩性
胃炎了，所以，我依然勤练不止。到
第三个月，奇绩出现了，在我练功到
一段时间后，当我转腹时，我的肚内
也发出了“咕咚”响声，只是转动几
次后，才响一次。每响一次就感到肠
胃由上到下地狠力的抽动了一下，
十分难受，但经过二个星期后，随着
我的腹部转动，肚里的“咕咚，咕咚”
声就有节奏地响起来，同时，肠胃也
有节奏地抽动。这时的抽动，幅度开
始小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每次做
完后，就感到胃有舒服感。这样，坚
持练了一个多月，胃痛消失了，渐渐
地，饮食也逐步正常。我知道，经过
自我锻炼，我又通过了一次考验，使
我连当时这国内医药无法治好的
病，也治好了。后来，我将这种功称
之为“转腹功”。

自 1985年我的萎缩性胃炎治
愈后，至今已 30年，我能吃冷，热，
酸，辣的食物，从此，我再也没有犯
过胃病，偶尔因各种原因胃有点不
舒服，我就做做“转腹功”，也就没
事了。 （下转67版）

间话麻将
——阳光“麻将室”见闻

■林 泉

现代社会食品添加剂、杀虫剂的普遍使用，造成大肠
中积聚着垃圾、毒素、死细胞和病原微生物（细菌、真菌、
病毒和寄生虫）。这些因素会使大肠产生毒性负担，毒素
经过大肠再次吸收，就会污染体内环境，后经血液循环再
次进入人体的不同器官。大肠水疗后的益处除了可以清
除体内毒素和污染改善循环以外，还可以增强身体活力，
控制体重，增强免疫系统，改善荷尔蒙平衡。

大肠水疗是通过特殊处理过的水对大肠温和的清
洗，有效去除积聚在大肠、大肠壁和大肠皱褶处的有害
物、霉菌、气体和粘液。大肠壁的清洗可以使营养物质更
容易被人体吸收，并让您感觉重新焕发活力和健康。清理
肠道也可以帮助重新调整和重塑结肠的生态环境。大肠
水疗充分考虑您的安全，没有化学品或药品的介入，整个
治疗既轻松又有效。保持一个健康干净的肠道是对健康
必要的维护。肠道，这个重要的器官总是被人们忽视。当
血液流动载有过多毒废料的时候，身体机能会被降低到
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由于现代饮食充满动物蛋白，加工食品，脂肪，
糖，压力，和缺乏足够的锻炼的，结肠会积累废物并阻止身体净化，
从而使的毒素在肠道中积累，导致肠道中的有毒物质最终再次进入
我们的血液流动，并会沉积在我们的细胞当中。由于这种自动中毒，
我们很少能感觉得到，但是更为容易感染疾病。

接受大肠水疗的多数客户，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会感觉很放松和
治疗后精神焕发，因为在反复冲洗过程中，有毒废物从肠道和肠壁
离开了身体。只有极少数的客户会感觉略有不适，这可以用减低水
压轻松解决。

大自然医疗健康中心使用美国FDA批准的医疗器械，全程使用
的工具都是经消毒过的一次性的设备。我们的治疗师Teresa Owens
是经过注册结肠Hydrotherapists协会严格培训和注册登记的专业技
师，并拥有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

接受大肠水疗后，肠道会有一个“宽”的效果。许多客户反应他
们的皮肤变得更好的。一旦结肠被彻底清洗，之后的饮食，锻炼和其
它健康方案将变得更为有效。

大自然医疗健康中心成立15年，为更好地为中国人提供服务，
目前专门设定了中文专线：＋1（703）939 1988，会说流利中文和
粤语的姚先生随时可以回答客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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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操练，促进健康（下） ■胡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