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肝
肾功能逐步减退， 而且易患多种
慢性疾病 ， 如高血压 、 糖尿病
等， 都会引起肝、 肾功能损害。
同时， 由于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
药物， 也会引起肝肾功能损伤。
因此， 选择肝功能、 肾功能检查
项目来评估肝和肾功能， 判断疾
病程度和药物的毒副作用反应情
况， 用以指导临床治疗。

空腹血糖是诊断糖尿病的主
要指标， 老年人检测空腹血糖，
可以早期发现糖尿病， 进行规范
管理和治疗， 减少并发症， 降低
致残率， 延长寿命， 提高生活质
量。 所以在老年人健康体检中，
选择做空腹血糖检测项目。

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
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由
于老年人代谢功能下降， 更易出
现血脂异常， 引起动脉硬化。 冠
状动脉硬化能导致冠心病， 脑动
脉硬化会导致脑卒中 （中风 ），
肾动脉硬化会导致肾功能不全、
继发性高血压等。 因此， 老年人
体检选择做血脂检查， 通过检测
血脂 ， 发现血脂异常 ， 及时治
疗， 预防心脑血管病。 由于进餐
对血脂的检查结果影响较大， 所
以需要空腹检查。

北京市卫计委提示广大居
民， 老年人免费健康管理服务的
详情可咨询居住地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或乡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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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工商分局查处辖区假冒茅台酒
近日，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到丰台工商分局投诉，
反映在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晓月
中路29号院存在存储及销售侵犯
“贵州茅台” 等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商品的行为， 请求工商部门予
以查处。

接到举报后， 丰台工商分局
稽查大队迅速组织5名执法人员
前往涉案地点进行现场检查。 据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发现一家超
市正在销售贵州茅台酒， 经贵州
茅台酒商标权利人委托人现场对
所有正在销售的茅台酒进行鉴
定， 发现该超市销售的16瓶规格
为500ml， 度数为53度的茅台酒
为假冒， 当事人的行为涉嫌侵犯
了贵州茅台酒的商标专用权， 正
当执法人员准备针对该超市违法
行为对负责人进行询问时， 超市

负责人却借故迅速逃离现场， 执
法人员只能先对现场涉嫌侵权的
16瓶茅台酒进行扣押。

目前， 执法人员一方面按照
相关程序处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茅台酒， 一方面通过各个渠
道积极联系当事人， 要求其携带
相关材料， 到工商部门接受进一
步处理。

渠忠涛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唱歌有益身心

唱歌是全身运动， 经常高歌
能调气、 运气、 养气。 唱歌可以
保健养生， 既锻炼了全身肌肉，
又健脑， 要想唱的好， 就要动员
全身各部位齐上阵。 唱歌能激发
调节身体各项功能， 益于身心健
康。 唱歌使胸腹部运动协调， 利
于气血的运行， 唱快节奏的歌曲
可以使你身心愉悦。

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人一直保
持一种姿势 ， 不仅影响血液循
环、 脑部活动功能减退、 工作效
率差， 还会使身体细胞呈现衰老
状态。 深深打个哈欠， 可以促进
血液回流， 帮助新陈代谢， 使细
胞获得更多氧气， 增加血中氧气
浓度， 消除困倦感。

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对那些不能表达自己情绪的人来
说， 各种原因导致的早亡风险增
加了35%。 在详细分析具体的死
亡原因时， 研究人员发现， 心脏
病的风险会增加47%， 癌症风险
会增加 70% 。 所以 ， 心情不好
时， 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发泄、 调
节， 不要强忍。

压抑情绪早亡风险高

常打哈欠促进血液循环

40岁后， 很多人感到腿脚不
灵活， 稍微多走点路， 腿就发酸
发胀， 上楼梯也越来越费劲。 还
有人会感觉到双腿有轻度的发凉
感、 轻度的麻木， 活动后易感疲
乏。 养腿是一辈子的事， 要注意
保暖，穿宽松裤子，促进血液循环。
多晒太阳，避免双腿钙流失。

腿不好是衰老最早特征

□本报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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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家老人
享受免费健康管理服务了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心、 肾等脏器生理功能减退， 免疫
功能降低， 易患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及肿瘤等各种慢性疾病。
老年人健康管理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 接受健康管理
的老年人能早期发现疾病， 早期开展治疗， 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发
展， 减少并发症， 降低致残率及病死率。

近日， 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 去年全市共有210余万老
年人接受了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 今年北京市将继续为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免费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凡是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
65岁及以上老年人， 无论户籍和
非户籍人口， 都能在居住地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或乡镇卫生院享受
到每年一次的免费的健康管理服
务， 未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老年
人， 在体检同时建立健康档案。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主要包
括四项内容 ， 一是建立健康档
案； 二是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
估；三是免费健康体检，包括一般
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 四是开展
健康指导， 向老年人告知健康体
检结果并进行相应的健康指导。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无户籍限制

老年人健康体检与普通体检有何区别？

北京市卫计委表示， 老年人
健康管理是建立在健康档案基础
上的连续、 综合、 可追踪的个人
及家庭健康管理服务。 除了接受
常规体检服务以外， 医务人员将
结合体检结果以及老年人生活方
式对老年人进行健康状况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个体化的健
康指导， 对高血压、 糖尿病老年
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在其他机构做过体检的老
年人也可以携带相关体检结果
到所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接受健
康管理。

老年人健康体检一是一般体
格检查。 包括测量体温、 脉搏、
血压、 身高、 体重以及皮肤、 浅
表淋巴结与心脏、 肺部、 腹部等
常规检查， 并对视力、 听力和运
动等进行粗测判断。

二是辅助检查 ， 包括血常
规 、 尿常规 、 空腹血糖 、 血脂
(胆固醇、 甘油三酯 、 低密度脂
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 肝功能
（血清谷草转氨酶、 谷丙转氨酶
和总胆红素）、 肾功能 （血清肌
酐和血尿素氮）、 心电图以及腹
部B超 （肝胆胰脾） 检查。

老年人健康体检时为什么要做血、 尿常规和心
电图检查？

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减
弱， 免疫力降低， 通过血常规检
查可早期发现贫血、 感染及其他
血液方面的异常。 通过尿常规检
查可早期发现肾炎、 尿路感染等
疾病 ， 也可以为其他疾病的诊
断 、 鉴别提供重要线索 ， 如痛
风、肝炎等。

同时，血、尿常规检查简便易
行，因此，老年人健康体检时要做
血常规和尿常规检查。

老年人易患心脏病， 如冠心
病， 心律失常、 心肌病、 心肌梗
死以及自主 （植物） 神经功能紊
乱和代谢紊乱等， 这些都会导致
心电图异常。

由于有些老年人临床表现不
典型， 可以通过心电图检查， 早
期发现心脏的异常问题； 又因为

心电图检查的方法简便易行 、
无 损 伤 ， 因此 ， 选择心电图检
查作为老年人健康体检的辅助检
查项目。

老年人健康体检为什么要做肝、 肾功能和空腹
血糖检查？

◆◆延延伸伸阅阅读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