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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死亡人群老人占半数
做到这几点 可有效预防老人跌倒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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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33种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

（以上信息由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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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丰台工商分局长辛店
工商所邀请分局商标、 广告、 商
品、 市场等业务科室到辖区某建
材市场进行检查并现场对商户提
供业务指导及答疑。

商标科对商户的商标授权等
资质材料进行检查并提示场内经
营者应认真对待商标授权的取得
及自有商标的保护； 广告科检查
了场内商户的宣传板及产品宣传
册并要求各商户要主动加强对新
《广告法》 的学习与理解； 商品
科对场内销售的商品质量进行了
随机抽查， 要求各商户从正规渠
道进货并注意索证索票； 市场科
对场内商户的营业执照悬挂、 塑
料袋使用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检
查。 各科室负责人还当场对商户
提出的相关业务问题进行耐心解
答。 随后， 来自北京建筑装饰协

会家装委员会的年老师为到场的
商户代表及消费者讲解了家居家
装用品的相关知识， 为商户介绍
了目前家居市场的整体发展趋势
以及最新的家居家装经营理念，
同时也向参加讲座的消费者传授
了一些挑选家居用品和理性家装
的小知识。 （李斌）

记者： 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
跌倒？

魏莉： 因为老年人存在以下
易跌倒危险因素：

神经系统疾病 。 帕金森症 、
老年痴呆症、 中风和其他神经系
统疾病会影响到平衡功能。 存在
记忆功能丧失的老年人， 其步态
也会紊乱， 判断能力受损， 这些
都增加了他们跌倒的风险。

药物的混合作用。医生认为，
任何会引起嗜睡的药物， 以及包
括一些止痛药、抗抑郁药、抗焦虑
药和助眠药等都会增加老年人跌
倒的风险， 特别是首次服用或与
其他药物同服时。

感染。 感染病专家说：“多年
以来， 我惊诧于有这么多的病人
会因为严重的感染性疾病而摔
倒，不得不住院治疗。 ”尽管他们
是因为摔倒而被送入了急诊室，
但其中很多病人有模糊的早期感
染迹象，如身体虚弱或低烧。

感觉功能下降。 随着年龄的
增长， 人的感觉功能和对刺激的
敏感性会不如从前， 这也是衰老
的表现。其中，双脚察觉地板凹凸
不平和粗糙感的能力会下降，也
很难分辨出地表是硬还是软。 因
此， 老年人穿鞋底相对较薄的鞋
子能更好地感知出地板的质地，
使用橡胶材质的防滑鞋垫能让他
们感觉出脚底的细微差别。

肌肉力量下降。 随着时间的

推移， 肌肉力量会下降， 坚持散
步、 运动和保持良好的体态， 有
助于改善这种情况。 老年人在日
常生活中可以多参加一些能提高
身体平衡性、 柔韧性和肌肉力量
的运动。 肌肉力量虚弱也有可能
是老人未能食用充足的蛋白质或
维生素D引起的， 它们对于肌肉

力量的维持至关重要。
记者： 应该如何预防老年人

跌倒？
魏莉： 在生活中， 老年人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注意：
让老年人提高自身的警觉

性， 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对预防跌
倒的重视程度。

老年人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适宜的运动项目， 进行平衡、 步
态、 肌力和关节灵活性的锻炼。
年岁越高， 运动的幅度要越小。

定期体检， 排除心、 脑血管
疾病的风险。

存在跌倒风险的老年人， 醒
后应卧床1分钟再坐起， 坐起1分
钟再站立， 站立1分钟再行走。

老年人使用降压药应观察血
压变化， 使用降糖药应观察有无
低血糖反应。 每次使用镇静、 安
眠药后应立即卧床休息。 在家吃
这类药物时 ， 尽量应在洗漱后
吃， 以防摔倒。

老年人着装宜舒适合体。 裤
腿不要过于肥大或过长， 鞋子大
小要合适， 尽量别穿系带的鞋。

避免单独外出， 尽量少到拥
挤的环境中去， 避免乘坐高速交
通工具。

改善家庭环境， 增加室内照
明， 在容易滑倒的厨房、 洗手间
等处保持地面干燥或铺防滑垫。

规则摆放物品， 有些子女出

于孝心， 给父母买了新家具， 或
重新摆放房间内家具， 但随意改
变老人房子里的格局是不对的。
老年人记忆里还是原先房间熟悉
的格局 ， 这样老人在晚上起夜
时， 很容易绊倒。 因此， 家里变
化越少， 老人跌倒风险越低。

调整床、 座椅、 马桶、 浴缸
等的高度 ， 有条件的可加装扶
手， 便于老年人使用。

老年人坐下的时候 ， 椅子
高 度 要 适宜 。 尽量不要让老人
坐软沙发 ， 因为老人下肢没力
量， 从软沙发上起来， 需要两只
胳膊用力支撑， 一旦撑不住， 就
容易摔倒。

一旦跌倒， 应及时就医， 切
不可麻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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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令水果中， 吃什么水果
好 ？ 柚子 ！ 柚子不仅营养价值
高， 而且还可预防脑血栓、 中风
等脑血管疾病， 此外， 对糖尿病
患者也有益处。

首先， 柚子营养价值高。 柚
子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有机
酸、 维生素以及钙、 磷、 镁、 钠
等人体必需的元素。 每100克柚
子含有0.7克蛋白质、 0.6克脂肪。

其次 ， 柚子有健胃 、 润肺 、
补血、 利便等功效。 中医认为，

柚子味甘酸、 性寒， 具有理气化
痰 、 润肺清肠 、 补血健脾等功
效， 能帮助消化、 除痰止渴。

柚子还可预防脑血栓、 中风
等脑血管疾病。 柚子含有生理活
性物质皮甙 ， 可降低血液黏滞
度， 减少血栓形成， 因而对脑血
栓、 中风等脑血管疾病也有较好
的预防作用。

此外鲜柚肉中含有类似胰岛
素的成分， 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
食品。 （余平）

秋季吃柚子大有益处

目前， 跌倒已成为造成老年人伤害的 “罪魁祸首”。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指出， 全球每年有30余万人死于跌倒， 其中60岁以上老人
占了一半。 “老人真的不能跌倒， 否则非死即伤”， 这是许多上了年岁人的心里话。 由于惧怕跌倒， 很多老人尽量少出门， 成了 “宅爷爷”
和 “宅奶奶”。 其实， 老年人跌倒在发生之前就存在潜在的危险因素， 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 有哪些预防措施可以帮助老人规避和减少跌
倒及其带来的伤害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老年康复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魏莉表示， 跌倒对老年人的身体伤害极大， 因此在日
常生活中一定要加倍小心。

丰台工商分局对辖区
建材市场提供指导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