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瑞典家具巨头宜家开启新计划，为老年痴呆症
患者量身定制房屋，这种新型房屋不仅可以持续使用，而
且经济实惠。瑞典王后西尔维娅因为心疼母亲患阿尔兹
海默症，
参与了项目设计，
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也
向该项目捐赠了巨额款项，
用于对老年痴呆患者的护理。
这种新型房屋的人性化设计体现在细节之处：卫生
间没有镜子或深色地板，以免吓着病患；厨房用具都改造
成“复古型”，有着老式的旋钮，以代替如今的智能化操
作；重视病患的户外活动，建造“治愈花园”和社交俱乐
部，
使得病患的亲朋好友愿意陪他们住在这里。
宜家模式建造的房屋空间大、价格低，工业化的重复
生产既降低了价格，又节约了时间。斯堪斯卡公司控制
着整个供应链，从土地购置、工厂生产、实地施工、销售到
营销，这也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成本。BoKlok 还采用可再
生建筑材料，把太阳能电池板和地热设备纳入其中，房屋
密闭性能出色，
能减少能量损耗。
目前该项目处于准备阶段，斯德哥尔摩郊外还建造
了一个试点区域，共有六间公寓。全世界的国家都面临
人口老龄化问题，瑞典也不例外。各国的优秀案例和解
决方案，
中国都可以取长补短。

中国适老性住房改造 实现养老梦
在中国，绝大多数老人选择居家养老，老年人一天中
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房屋和社区度过。然而，普通居民住
宅因为缺少适老化设计，给老人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甚至
是危险和伤害。上下楼不便、卫生间湿滑、家具锐角可能
碰伤老人……对此，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刘东卫认为，满足老龄化需求应该成为所有住宅的基本
品质。普通住宅的适老化设计，也应该成为解决我国居
家养老问题的
“主战场”
。
早在 2014 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就出台
文件，推动老年人家庭及居住区公共设施无障碍改造，北
京等一些城市已经启动相关改造工作。但现实中，大部
分家庭的住宅适老化改造，仍然是“自发行为”。以普通
家庭为主角的适老化改造面临很多困难。很多儿女不了
解专业知识，不少装修公司也无法提供专业的适老化改
造服务，常常是“你让我怎么装我就怎么装”，改造效果与
老人的生活感受相脱节；市场上一些“适老化”家居产品
动辄要价数千元、上万元，高昂的价格让普通家庭望而却
步；加装电梯、铺设无障碍通道等改造项目，不仅耗资较
大，
而且涉及公共区域，
凭一家一户的力量很难完成。
在一些发达国家，适老化设计已经成为普通住宅建
设的通则和标准，所有住宅都要按照这样的通则和标准
来建设。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适老化设计也能成为住
宅标配，同时加快对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改造步伐。政府
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失独老人、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
提供必要的帮助，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参与进
来，共同帮助老人克服居家养老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真
正达到《大道之行也》所写“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
矜、
寡、
孤、
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
，
让他们安度晚年。

【应对策略】首个地方标准已出台，
适老化设计有望成为新建住宅标配
【现实挑战】国内适老化设计没有标准，
大部分家庭自发改造与老人感受相脱节

老化住宅设计的首个地方标准已经在杭州市出台，
在推动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改造的同时，
适老化设计也有望成为新建住宅标配。
行为﹄，改造效果与老人的生活感受相脱节，市场上，适老化的家居产品高昂的价格也让很多家庭望而却步。不过， 2018
年年底，适
国内从 2014
年就已开始推动老年人家庭及居住区公共设施无障碍改造，
但现实中，
大部分家庭的住宅适老化改造仍然是﹃自发
加便利和安全。人性化、
超大空间、
超低成本、
低能耗成为居家养老新的标杆。
瑞典的家具品牌宜家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郊外建造了第一所为老年痴呆患者定制的房屋，适老化的设计让老年人生活更

瑞典宜家为老年痴呆患者定制房屋

适老化房屋 将成居家养老﹃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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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苑 B3
各地适老化建设改造进展
北京：
拆旧建新难度大 局部改造进行中
当前，北京的社会老龄化趋势也日趋明显，老旧小区
面临着适老性低、老年人出行活动困难等问题。北京市
政协委员考察发现，如果要大规模对小区进行拆旧建新，
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现实的。唯一比较可行的办法，就
是对老旧社区的公共设施进行局部改造，以适应小区里
大部分老年人的需求。
以朝阳区为例，2017 年，朝阳区共对 140 户高龄、特
困及残疾老年人家庭进行了免费适老化改造。改造主要
涉及建筑硬件、家具家装改造、康复辅助器具适配，以及
智能化助老服务设施配备四个方面，并进行个性化的“一
户一设计”。2018 年，朝阳区继续推行适老化改造，符合
条件的居民可通过各街乡民政部门申请，经评估后可享
受免费改造。另外，
“90 后”助力适老化改造，北京 1800
多户老人起居也更加方便。
老人面临哪些障碍和风险？上海建体验馆
从 2012 年上海普陀区适老性住房改造项目的统筹
评估，到 2018 年沪上首个居家适老改造体验馆在宝山诺
诚 m7 创意园正式亮相，可以说上海的适老化改造一直走
在前面。这间体验馆采用全新的对比体验与场景体验结
合的模式，让上海市民通过更直观的方式来了解身体衰
老后可能面对的各种障碍与风险，以及通过居家适老改
造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安徽省合肥市，琥珀街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5
年实施了“耄耋小屋提升计划”，帮助老人打通轮椅通
道。这一“计划”运用“大爱之行”公益项目资金，先后帮
助 17 户老人家庭免费进行住宅改造，帮助老人家庭铺设
无障碍通道、加装防滑扶手、改造老旧线路等，改善老人
居住环境，
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安全、
便利。
适老住宅设计规范 浙江出台首个地方标准
2016 年，在四川省绵阳市，市民政局等部门联合草
拟了一份方案——推进在“阳光·西雅图”等两个小区进
行住宅“适老化”示范项目。绵阳市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
政策：
按期完成试点任务且达到要求的，
将给予在建
“适老
化”改造试点示范项目奖励 100 万元等资金补助……更
重要的是，
以养老为概念的住宅小区，其产业带动力值得
期待。
2018 年年底，首个《适老化住宅设计规范》地方标准
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炉。具体来看，该设计规范包含有适
老化住宅设计的基本要求、套内空间、公用部分和设施设
备的要求，可适用于新建适老化普通住宅、公寓住宅的设
计，以及普通住宅、公寓住宅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在制定
规范的时候，以普通住宅适老化改造经验为基础，结合了
国内外养老服务机构设施方面的先进经验，并充分考虑
了老年人的身体机能特征和居住养老等需求。比如，考
虑到国内多数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共同居住的特点，如何
与年轻人居住空间做差异化处理，设计出符合老人需要
的空间就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此外，屋内很多细节
化的设计及公共空间的设计也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文/王珉

都说“秋季是养生的黄金时间”，进入九
月，养生成为热门话题。对于老年人来说，身
体素质已大不如前，
作息时间和生活习惯也会
发生改变，
因此，
养生也有四个重要时段，
被称
为老人养生的黄金时间。那么，
在这四个重要
的黄金时间段里，如何做到科学养生、健康养
生？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医
师胡桃红为您支招。
【关键字】饭后一小时走路，
晚上九点泡脚，
睡前九十分钟内洗澡，
饭后半小时再刷牙

生活随感

每天必赴的晨会
退休之后，
每天有了大把时间可供自己支配。一
天早晨，到城区金牛公园闲逛，只见十几位老人坐在
一棵枝叶繁茂的香樟树下，
谈笑自如，
心中顿生羡慕。
第二天早晨，我又来到此地，见那些老人早已团
团坐定，依然谈笑风生，这才知道他们是有约定的。
我便要求加入，
受到热烈欢迎。
从此，我成了这个群里的正式成员，每早必到。
这个群，
开始是有几位老同志每天早晨按时到这里聊
天，后来不断有人加入，逐步形成了固定的活动场所
和活动时间。他们认为，年轻人在网上建立群，在虚
拟的世界里聊天取乐，抱住手机不丢手，我们何不就
在现实生活里也建立一个群，来个面对面聊天，岂不
更加快哉！于是，
“金牛老年杂谈群”
便诞生了。
群里年长的 87 岁，
年纪小的 66 岁，
大多是退休的
老干部，里面还有文艺界的老艺人，医界离职的医院
院长、卫校校长，部队退休的老军医等重量级人物。
真是
“谈笑皆鸿儒，
往来无白丁”
。
入群之后，
对我散漫的退休生活有了一定的约束
和激励。每天早晨，
大家来群里会面，
根据路程远近、
身体状况，
有的步行，
有的骑自行车，
有的骑电动老年
车，
有的是让子女把自己送来。来的时候随身携带马
扎，各坐各的。我是步行，一路走来，空气新鲜，气候
凉爽，
到群里大家见面时客客气气，
互致问候，
一天的
好心情从此时就开始了。
每天早晨来到这里，锻炼了身体，活跃了脑筋。
“座谈”
一个钟头左右。谈资可谓上下五千年，
纵横几
万里，内容庞杂，涉猎广泛。畅谈国内外大好形势是
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老年人很少看电脑、
玩手
机，最喜欢看新闻联播、海峡两岸、今日关注等节目。
认真看，
认真记，
为的是备足功课，
明天早晨来群里有
话可说。
开始时我是不吭不哈，对个耳朵听，坐享其成。
后来在大家的带动下，
我也开始注意多看多记有用的
东西，也要为群里做点贡献。慢慢产生出一些责任
感。如果哪天早晨不到，到了没有发言，就觉得有缺
陷，
有遗憾，
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入群以后，还帮我消除了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家里，
遇到不顺心的事，
到这里说说，
冒冒气儿。有
了高兴的事，也到这里说说，让大家一同分享。不明
白的事，
到这里问问，
有人替你解答得清清楚楚，
分析
得头头是道。
一次，
我与儿子拌嘴，
内心很憋气，
到群里讲了这
件事。一位老同志拍拍自己的肚皮说，
除了这身体是
自己的，其他都是身外之物。一切要看得开，放得
下。该吃吃，
该喝喝，
有事别忘心里搁。泡着澡，
看着
表，舒服一秒是一秒。又有一位老同志接腔说，别生
气，
生气伤身体。咱把搞好身体放在首位，
少生病，
少
受罪，
少花钱，
少拖累子女，
比啥都强。在大家耐心解
劝下，
不一会儿，
我心中的闷气就烟消云散了。
这个群还有一个好处是培养出了大家相互守
望、乐于助人的道德观念。群里的老人每天都能碰
面，了解到彼此的情况。一旦哪天早上有谁不到，
组长就让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有事不能来，就说出
理由，报个平安。
群里 81 岁的老段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
由于联系及时，我很快得知。老段儿子早死，儿媳改
嫁；一个闺女嫁到远方，就剩老两口在家，看病拿药，
困难重重。我向群里报告了情况，原卫校王校长，人
称王教授，
十分热心，
他立即带着我上门看望，
提供无
偿服务。半年来，王教授送医送药，终于治好了老段
的脑血栓。现在老段能拄着拐杖走路，众人皆称奇
迹。这件事成为街坊邻居的美谈。
“肉广播”
传得很快，
早晨不断有人来群里请求看
病开药。王教授医术精湛，修养深厚，来者不拒。还
有县医院退休的张院长、部队老军医全科医生冯军
医，来个会诊，开药方秘书长递过来纸笔，省去多少
繁琐的手续和麻烦。群里谁有了什么病，包括家
人，不出群就看了。看到老同志们的义举，总让我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我以他们为榜样，老
有所为，为百姓做了一些善事，这样心里更充实、更
踏实、
更愉快。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我加入这个群已经三
年了，和大家一起以积极态度对待人生的一切苦乐，
以乐观精神延缓衰老的到来，
抵抗疾病的侵袭。忘记
那些该忘记的，记住那些该记住的，做一个自己快乐
也让别人快乐的人。
文/孙东岳

秋季
“养生”
话题热 老人应掌握四个黄金时段
走路：
饭后一小时
饭后散步，
是很多老人的选择。因为饭后散步可
以促进胃肠蠕动、改善呼吸系统、促进血液循环、调节
精神等，
但要休息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去散步。散步
前先做简单的热身，
如搓搓手脚、举举胳膊、伸伸筋骨
等。散步的姿势也很重要，要抬头挺胸，避免压迫胸
部，影响心脏功能，不要迈大步，更不要走得太急太
快，足跟先着地，同时双臂要随步行的节奏有力地前
后交替摆动，
路线要直，
不要走崎岖路和窄路，
也不要
背着手或倒着走，避免摔倒，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
的老人要格外注意。散步的时间控制在 30-40 分钟，
不要超过一小时，如果觉得肚子不舒服、疲惫或轻微
头晕，
要立即停下来休息。

泡脚：
晚上九点
晚上九点泡脚，身体热量增加后，体内血管会扩
张，
有利于活血，
从而促进体内血液循环。同时，
白天
紧张了一天的神经，都可以通过泡脚得到彻底放松。
不要拿塑料桶泡脚，最好选择较深的木桶泡脚，更容

易保温和贴近。泡脚时水温不宜过热或过凉，
一般在
40℃-45℃为宜。要将水完全淹没脚背，泡脚时间不
宜过久，
因为老人泡脚时间太久，
容易引发出汗、心慌
等症状，泡脚时间以 20-25 分钟最佳。糖尿病患者和
敏感皮肤者要注意，由于对外界刺激不敏感，温度过
高的水容易导致烫伤。泡脚结束后，
配合进行脚底按
摩会更有益于体内血液循环。

洗澡：
睡前九十分钟
洗澡前喝杯 150 毫升左右的温开水，因为老人
洗澡时容易大量出汗，血液中水分也随着大量减
少，从而造成血液黏稠度升高。洗澡时间要控制在
15 分钟内，因为洗浴间密闭湿热，水蒸气较多，时
间过久容易造成毛细血管扩张、脑组织缺氧和缺
血，心绞痛、脑出血都是夏季高发的疾病。洗澡的
水温不宜过高，最好在 40℃左右，40℃的温水最容
易消除疲劳。老人洗澡时喜欢用力搓，一定要搓出
“泥”才觉得干净。夏天每天都会洗澡，完全没有必
要每天都搓澡，否则只会让皮肤受伤甚至老化。进
浴室后别锁门，因为老人平衡力差，且大多有心脏

病、高血压等疾病，再加上洗澡间狭小，地面湿滑，
很容易出现危险。所以最好安装一扇磨砂或茶色
玻璃窗，一旦发出意外情况，外面的人可将手伸进
去及时打开门锁进行施救。

刷牙：
饭后半小时
很多人都喜欢饭后立即刷牙，
认为这样有利于口
腔健康。其实不然，
饭后立即刷牙有害牙齿健康。因
为在牙冠的表面有一层珐琅质，刚吃过饭后，尤其是
食用了酸性食物，
就会使珐琅质变得松软。此时立即
刷牙，会造成珐琅质的损害。时间一长，牙齿的珐琅
质就会逐渐减少，容易患上牙齿本质过敏症，吃东西
时牙齿就会出现酸、痛的症状。因此，
对于老人来说，
吃饭后先用清水漱口，半小时后再刷牙，可防止龋齿
的发生。但饭后刷牙要注意四点，一是用软毛牙刷；
二是使用含氟牙膏，
其中的氟离子有增强釉质抗酸性
的能力；
三是注意刷牙力度，
别太用力；
四是刷牙时间
不能太短，至少 3 分钟，牙刷在口腔里上下左右要来
回循环，
不要老刷某一个部位。
文/莫鹏（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

征文启事
不知不觉进入人生最美的夕阳阶段，
沉淀下来的
生活、思想已是前半生智慧的结晶。现在的您，更喜
欢在家陪伴亲人、
照顾孙辈，
享受天伦之乐，
还是和伙
伴们相约着参加文化活动、
四处旅游追寻自我？在家
的时间多了，您对处理邻里关系、维护家庭和睦氛围
有什么好的经验？最近给您感触最深的事情是什
么？邀请您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活感受和生活经验。
投稿邮箱 59990127@qq.com，请注明“颐和
苑征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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