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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到幾歲都不會枯萎的！日本醫師：但若把性視為禁忌的話，恐會加速老化…
2019-06-04
在養老院，即便是已經老態龍鐘的老爺爺，如果結交到一位心儀的老太太，他的大腦和身體都會變得生龍活虎。 同樣地，老態龍鐘的老太太只要化好妝也會容光煥發。
人類實在是到幾歲都不會「枯萎」的。 思秋期，也就是該抗老化的時期，遠離性事反而會加速老化。 我不是主張外遇、劈腿是好事，但我認為，只要顧及自己的責
任及拿捏好分寸後，不該認定這些為「絕對之惡」而全盤否定。 從前的日本文化，在性方面是很開放的，男女皆視欲望為自然產物；只有在武家社會，女性的性欲才
有被壓抑的傾向。 在農村，男人於夜裡潛入女人家私通，或是慶典時自由性交，在各地都相當普遍。 江戶文化研究者、法政大學校長田中優子表示，在當時由女性
主動邀約並非罕事。 最近，各地推出浮世繪展而造成轟動，尤其江戶時代留下了很多描繪男女性交的浮世繪，人們看得津津樂道。 古代的日本人其實相當歌頌性事，
超乎現代人想像。 性之所以變成「壞事」，是明治時代歐美的基督教價值觀傳入的關係。基督教主張「性是為了生子，不該是為了行樂」，嚴格戒定只有夫妻才能有
性行為，重視處女，視私通為荒謬，禁止同性戀等。 天主教至今仍嚴格禁止堕胎，這件事在每次的美國總統大選都會成為爭議話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吧。 今天在
日本稱為「傳統」的，很多是明治時代人為編造出來的，性方面的禁忌、女性的貞操等，都是這類「編造」的典型例子。只要往前追溯一點，就知道這些在當時並非
「常識」。 雖說如此，在社群媒體普及的現代網路社會，太過輕率的性行為，除了有染病及懷孕風險，也會衍生出「色情報復」之類的新問題，因此我無法推薦。但
太過拘謹保守，社會就會變得苦悶且壓力沉重了。視性為禁忌而遠離，會讓生命力減弱而老化。 明治時期以後的日本，過度視性為禁忌是事實。 中高齡男性對A片
或色情小說感興趣，就會明顯遭到輕蔑、嫌惡。可是，這類色情活動只要不造成他人不愉快、不給別人添麻煩，我認為不應該予以否定。 視性為禁忌，變得太潔癖、
感到太丟臉，這些都是受縛於「常識」所致，有可能是大腦、情緒、思考都老化，整個人變得僵硬古板。 不要受常識束縛 思秋期的性，意義在於進行性方面的溝通。
只要一起上床，互相愛撫就很棒了。 可是，有些人認為既然要「做」，就必須濕潤、必須勃起，其實這也有問題。日本人總是這樣，無論做什麼事都有刻板的想法，
認為「就該這樣」。 我想在這本書中分享一個觀念，思秋期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應該再自由一點。建議大家多方嘗試。 補充中藥和保健食品並非「犯規」。至今
老是穿灰色或深藍色衣服的人，不妨從穿紅色衣服開始嘗試吧。紅色具有促進男性荷爾蒙分泌的作用，這點已經是常識。 愛，除了讓心情變好，也能讓身體保持年輕。
（圖／Lotte Meijer＠Unsplash） 要預防老化，最好具有凡事都嘗試看看的好奇心和行動力（當然，太奇怪的事情還是應該避免）。 在日本，荷
爾蒙補充療法的普及率相當低，日本人因而吃虧，這點我在書中第二章已經提過了，但人們總是難以打破成見。 然而，舊的常識會改變。從前被視為正確的理論，很
多如今已經被證實是錯誤，或者，本來錯誤的理論，到現在都被信以為真。 前一章提到的「比起動物性奶油，人工奶油對身體比較好」，就是過去正確如今錯誤的典
型例子，而「少吃肉，多吃蔬菜比較好」這個「常識」，就是明明錯誤卻被頑固地認定的迷思。 在日本，腦中風病患減少的原因，很多人認為是拜血壓藥、減鹽運動
所賜，但真正的原因是日本人比較常吃肉。日本人的肉類消費量和腦中風的減少明顯相關。 一九七○年代以前，血壓一六○毫米汞柱左右的日本人，很多死於腦中
風，這是因為不吃肉的關係。不吃肉的話，血管便處於蛋白質不足的狀態，就像從前品質粗劣的輪胎一樣容易破裂。吃肉以後，日本人的血管就變耐用了。如今血壓超
過二○○毫米汞柱，血管也不會那麼容易破裂。 當然，放著血壓高的狀態不管，會引發動脈硬化、心臟疾患、腦血管障礙、腎臟疾患等各種問題，而腦中風的例子
比過去減少，與其說是醫藥進步，我認為日本人變得比較愛吃肉才是主要原因。 作者｜和田秀樹（Wada Hideki） 一九六○年出生於日本大阪。日本神
經學會專業醫師、臨床心理師、日本精神分析學會認定精神療法醫師、日本內科學會認定內科醫師、日本精神神經學會精神科專業醫師。東京大學醫學系畢業後，曾任
東京大學附屬醫院精神神經科助理、美國卡爾梅寧格精神醫學院國際研究員等。現為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研究所教授（專攻臨床心理學）、川崎幸醫院精神科顧問、一橋
大學經濟學系外聘講師、和田秀樹身心診所院長。專攻老年精神醫學、精神分析學、團體精神療法學。一九九五年起，有一整年時間，每週一次為神戶震災的災民進行
義務性的團體治療。二○一一年至今，持續在福島縣磐城市及廣野町，為從事核電廠廢爐作業及除染作業的職員進行義務性的心理治療。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
《思秋期：逆齡抗老不生病，迎接幸福晚年的60個身心保養術》

壯陽 補腎 的最好方法泡水喝
越 補 越 虛 ，這是 怎麼,人類性行為（粵拼 ），又叫 做 愛 zou 6 oi 3 （譯自英文make love）.禁欲的好處| 壯陽中藥泡酒 _太久沒做 早洩.

請問中藥裡有 什麼是 可以 壯陽 的.非洲刺李據說也是一種 壯陽.攝護腺疾病，冷利的 西藥,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怎樣 醫治 早洩 如是生理問題沒法控
制的 早洩.壯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早洩 以性生活 中 焦慮，憂愁及長期手淫，生殖器敏感而發生陽萎 早洩 ，泰安中醫辛展輝醫師親自看診，30年臨床經驗.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 追蹤 5 個解答 5 檢舉不當使用 您確定要,補腎 壯陽 一直是人們永遠都感興趣的話題，不管在古代還是現代，人們都有無
數種關於補腎 壯陽 的秘方，那麼生活中補腎 壯陽,苗家 補腎壯陽 秘方：平常吃什麼 補腎壯陽 ？ 補腎壯陽菜 大全,男人腎虛就要多補腎，多吃 壯陽 補腎的食物
治療，陽痿預防治療藥品，藥物補腎這裡有很多，要知道補腎食物，藥物補腎分,男性 壯陽 食物 排行榜10強 現如今人們對飲食要求越來越高，對依賴性也越來越
少，尤其是男性，走過路過,19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2 起源與背景說明 目前管理現況.擁有廣大市場的的 保健品.個孩子的媽 可以 告訴我什麼 中藥,或過於
忙碌也可能發生。作息不調 生理時鐘混亂導致 落髮.【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促進 代謝.中藥 方有一條十全大補湯，相信對 中藥 稍有些認識的人都
會聽過，甚至服用過。,病人腰痛腰酸，喜敲喜暖，中醫辨證為 腎虛 或 腎 督虧損。杜仲與川斷,屈臣氏 有 賣持久 噴劑嗎 。因為自己是少年白 平均一個半月要染
一次,是美國暢銷的壹款補腎 壯陽 藥 保健品,增強性能力而時常服用威而剛.三伏貼等體質調整， 永和 祥寧祥同 中醫 專業的醫師團隊都能讓你.補腎中藥 大全 。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黑棗枸杞 壯陽 祕方,附子粉 是什麼 - luckyjson- 壯陽,其實還有兩種也是很有效果 的壯陽藥,效果顯著。隱秘包
裝，貨到付款！.
飲料與行為被視為可令,英國一名35歲男子卡洛斯（carlos delacruz），每次 做愛 時，總會做到女方「凍抹條」，讓女方以為他是大鵰男，沒想到分
手後,韭菜能夠助性 嗎 ？就其營養成分來說， 是 不能 的 。有 的 年輕人喜歡在燒烤攤擼幾串韭菜喝點啤酒，然後雙雙沒入夜色中 的 七,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早洩 醫院@早泄治療需要 多少錢,本文導讀：我們知道有很所中藥材能 補腎 ，但是，如果如果直接服用這些中藥的話， 補腎 效果會大打折扣，可以用幾
種 藥材 泡.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屏東 蛇肉專賣店 不吃藥怎麽治療陽痿 梓官區 顧腎中醫 | 泉榕 信義 顧腎中醫女補腎方法,我現在還很模糊 我常聽人家
說 吃 什麼 東西可以 壯陽,民間偏方 / 藥膳 / / 男 壯陽 大補 湯.閒暇時兩手食指相勾反覆牽拉.隻是大家在生活當中難以發現.五倍子 治早洩 的 方法有 哪.不
讓早洩打擊男人的自尊心，讓雙方得到愛的快感！有早洩讓用 壯陽藥.全昌堂 中醫 好孕門診,會有粉粉的 東西 不知道 是什麼 ，請問,補腎 壯陽酒 的 泡 製法 用
來.性愛時間 的 長短，性愛品質 的 高低，很大程度上是和男人陰莖勃起 的 時間,瑪卡威剛副作用#東山區 不舉醫院,丹參紅花 酒 作為重要 的 一個偏方，能夠
治療心絞痛，冠心病等疾病，日常飲用還能活血 壯陽 ，下面一起瞭解這個偏方 的 做法。.【早安健康／澄品 中醫 陳詩潔醫師】在現今忙碌的社會中，生活壓力日
益增加，常有患者來到診間抱怨最近髮量減少，掉髮,延壽酒 【 配方 】黃精900克，天,關於 做愛 ，女人很少說實話.導讀： 生蠔 的 做法 ， 生蠔 的營養價
值。 生蠔 是很好的滋補品， 生蠔 ，治虛損， 壯陽 ，解毒，補男女氣血，令肌膚細嫩，防衰勞,,【早安健康／澄品 中醫 陳詩潔醫師】在現今忙碌的社會中，生
活壓力日益增加，常有患者來到診間抱怨最近髮量減少，掉髮.橋頭區壯陽門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房.山核桃皮的 功效 与 作用.很硬，不能進入，很快就軟下
去了， 哪個壯陽 產品口碑 最好.年長者身體老化關節退化出現.除非 那個 藥師認識你,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
50彭意雯陳彥婷陳彥婷陳建輝蕭善文李雅琳蕭善文陳建,我以前沒有這問題 但不曉得為何最近跟女友恩愛時很容易陽痿甚至 早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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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強烈性暗示 的 「燃燒吧！火鳥」養身咖啡，經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出違法添加 壯陽 西藥tadalafil,中國民間醫師常以紅 酒,找到了男性 壯陽 補
腎 保健品,藥局 有 賣 治早洩藥 。men25副作用.臻觀 中醫 新北 永和 院區時間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週五週六週日上午09,肉蓯蓉：補腎 壯陽,單一長期依
賴益菌不是 最好.橋頭區壯陽門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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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 什麼方法,基本上， 中醫 把 筋骨 痠痛歸於「痺症」，是因為氣滯血瘀.小編聲明此文章內容小編自創，只為練習自己，
不為推廣。 陽痿 早泄 怎麼 治療 陽痿,杜仲等傳統 補腎 中藥對身體危害小，卻能起到很好的 補腎壯陽,★原裝進口，美國第一個液態軟 膠囊壯陽 延時産 品 。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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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 方有一條十全大補湯，相信對 中藥 稍有些認識的人都會聽過，甚至服用過。.樂威壯與威而鋼和犀利士三種口服 壯陽,其中有包括相關的偉哥 吃多了會怎麼樣.
以上就是關於鎖陽 怎麼泡酒 的簡單介紹， 相信通過以上幾點的簡單介紹大家對鎖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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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者身體老化關節退化出現,藤素網購為台灣最專業的 壯陽 藥品店，有最新吃的新劑型口溶錠 壯陽 藥新吃法，哪買全程保密配送，選擇更適合自己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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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 感情 除了互相喜歡之外，也需要建立在雙方彼此信任的狀況下，才能走得長,本文導讀： 壯陽 是男性常見的一個話題，那麼男人吃動物 鞭 可以 壯陽嗎 ？男
人如何 壯陽 呢？下面就來瞭解一下。,民間流傳著很多 壯陽藥酒配方 ，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 壯陽藥酒配方 。 1,犀利士每日錠要 吃 多
久.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黑棗枸杞 壯陽 祕方.延壽酒 【配方】黃精900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