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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痛风要先减体重
不少老人一听说自己血尿酸值高，总是先有“医

生，给我开药吧”的想法。但其实，调节生活习惯才
是最重要的。

高尿酸老人要注意：第一，控制饮食，减轻体
重。肥胖者减重后，大多数人的尿酸值会降下来。除
了控制卡路里，还要注意不要摄入过多嘌呤。第二，
尽量不要饮酒。啤酒中含有大量嘌呤，而且酒精本身
就能升高尿酸值。第三，保证足量饮水。排尿的同
时，能排除尿酸，但心脏功能和肾脏功能不好的患者
要慎重。第四，适度运动。为了减肥和预防高尿酸引
起的并发症，强烈建议患者动起来。不过，太剧烈的
运动反而会引起尿酸增高，诱发痛风。所以，量力而
为、长期坚持，才有效果。5.保持好心态。痛风患者
中，急性子的人很多。这种类型的人，情绪易波动，
尿酸值也易上升。虽说高尿酸血症可以通过生活方式
而改善，不是必须立即服药，但如果痛风反复发作(12
个月内≥2次)、有痛风石、慢性痛风性关节炎、关节
损伤、肾损伤等的患者要积极考虑药物治疗。

接下来说说痛风治疗。在痛风急性发作期，受累
关节应得到休息,可将其抬高，进行冷敷。让发作部位
受热、推拿和按摩都会起到反作用，应尽量减少活
动。可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止痛药物。

痛风急性发作控制后，感觉治好了一样，其实造
成痛风发作的尿酸高这一毛病，还没从根本上解决。
所以，对痛风的治疗此时才刚开始。通过降低血尿酸
的治疗，使积累在体内的尿酸结晶溶解，才能预防痛
风复发和可怕的并发症。

痛风治疗期间，一定别忘记多喝水及吃小苏打片
碱化尿液。记得要不急、不躁、持之以恒。血液中的
尿酸浓度突然下降后，由于沉淀在关节处的尿酸结晶
大量溶解的缘故，有可能诱发痛风，所以应在医生的
指导下，慢慢降低尿酸值。

朝向不好、窗户太小、空间划分不合理……
很多因素导致家里采光差，外边阳光明媚，屋里
却非常灰暗。其实，采光差也能补救，照样可以
让家里亮堂起来。

改动墙体。屋内除了承重墙外，尽量不要有实
心墙体，可以拆掉轻体墙和非承重墙，把空间整合为
一体。但拆墙之前要考虑室内的结构和装修的整个布
局。拆除墙体后，空间的间隔尽量使用玻璃或者半墙
体隔断，视觉上更通透，采光也不会被遮挡。

开窗。在墙上开窗可以增加室内的采光，也
可借光给另一侧采光不好的空间。比如，过道采
光不好，可在一边的厨房墙开个窗，借点光线过

来提升亮度；餐厅距离采光窗户远，可打通厨房
和餐厅墙。除了增加采光，墙上开窗还能增加家
人互动性，尤其是有老人、孩子的家庭，在其他
房间也能方便照看。

浅色系基调。白色能最大化反射光线，视觉
上更轻盈，采光不好的房间最好以纯白作为基
调。天花板包括横梁等附件，都可以涂白。可以
对吊顶进行抛光处理或使用抛光材质，让天花板
反射更多光线。还可选择桦木色等浅色地板，整
体家具都多用白色。要减少使用饱和颜色，墙面
多采用浅蓝色、浅绿色。

规划光源。光源帮助塑造层次感，灯带、吊
灯、壁灯等多种光源可混合使用。在常待的角落适
当增加一些辅助光，增加亮度，也更接近自然照明
效果。LED灯带可以缓解房间深处的采光不足。在
玄关、餐桌、搁架周围，增添不少聚焦的实用和装
饰性光源。大吊灯的光照越接近球形越好，能尽量
触及各个角落，给人的感觉更接近日光。

镜子。大面积使用镜子可以改善房间采光。
房间走廊或其他狭窄角落，建议使用整体镜面
墙。洗漱间一角，拼贴造型随意的镜面贴。白墙
配上细框穿衣镜，能够聚焦更多自然光线。

低矮的家具。家具距离地面越近，距离天花
板就越远，可以制造空间变大的错觉，减少光线
阴暗带来的压抑感。尽量选择“细腿”家具，茶
几、落地灯用“小一号”的，让留白的空间更多。

近日，中国在线旅游平台携程发布
了一份《老年群体旅游行为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50 岁
以上人群已成为高频次旅行用户，65%
受访老人每年出行 3 次以上。可以看
到，现在的中老年人和年轻人一样，能
独立完成在线预订，超五成人选择独自
或和朋友出游，努力打造自己的社交圈。

六成老人每年至少出游3次

张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女儿家帮忙
带外孙，不仅家务繁多，操心的事也
多，这两年小病小痛不断，睡眠也变差
了。一次偶然机会，张阿姨老两口和朋
友一起去旅游。旅行结束后，她明显感
觉精神状态好很多，更加开朗健谈，头
晕头痛的毛病也少了。从那之后，女儿
每年都给二老安排几次旅行，让父母享
受旅行的快乐。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人退休后不想
再 特 别 操 劳 ， 希 望 享 受 生 活 的 乐 趣 。
《报告》显示，虽然 75%的老人已有了孙辈，但其
中逾七成表示不用照顾孙辈或只是偶尔搭把手；
超过六成老人不与子女同住或偶尔同住，他们很
重视自己的生活空间。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创产业研究中心旅游所所
长刘思敏通过《报告》分析发现，当下老年人旅
行呈现三大特点：

一是出游活跃度上升。《报告》显示，65%的
受访者每年出行 3 次以上。其实，这只是保守数
字。早在 2015 年老年人全年旅游次数就已超过 3
次。全国老龄委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老年人
旅游人数已占全国旅游总人数 20%以上。据 2015
国内游出境游人数估算，当年老年人旅游达 8.24
亿人次，平均每人每年达 4 次。刘思敏表示，50
岁以上旅游者通常“有闲又有钱”，出游时间灵
活，相比年轻人，最有资格“说走就走”。

二是城乡差距在缩小。现在，旅游不仅是经
济发达地区老人的需求，也正在成为城镇乡村老
人的生活追求。从《报告》来看，2/3老年人每年
出游次数达 3~5次。其中县城老人年出游 3~5次的
比例，基本与北上广深相当。随着私家车的普
及，1/3的乡镇村老人玩起了周边短途自驾、大巴
周边游等。

三是需求层次在加深。刘思敏说，如果说以
前“老年游”不少是“低价游玩”或“走马观
花”，现在老年人则更看重品质、舒适性等。很多
中 国 老 人 不 仅 走 出 了 家 门 ， 还 走 向 了 世 界 。
《2018老年人跟团旅游消费升级报告》显示，老年
人 2018 年的出游人数较 2017 年增长快速，他们的
足迹遍布全球 74个国家和 858个目的地。

旅游消费收获身心健康

为什么中国老人越来越喜欢旅游了呢？刘思
敏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人口迭代的
必然。当下老年旅游市场的主力军是“50 后”
（最早出生于 1950年后）的一代。这代人普遍受过

良好的基础教育，甚至高等教育,有一定的求知欲
和好奇心，对于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的探索需求
更旺盛。

其次，旅游正成为消费升级的表现。过去，
这代人的消费观普遍是“物化”的消费，愿意购
买实用的、留得住、用得久的物件。但现在更加
重视精神消费了，一次经历、一种体验、一次心
灵震撼、一种视觉享受等，这些看起来“虚化”
的精神消费，正在成为老人们追求的“时尚”。

再次，旅游本身具有一定的“可炫耀性”。随
着身边越来越多人都有旅游的经历，这便变成老
人们的一种集体交流语境，跟以前结婚过日子都
要有“三转一响”“三大件”等，现在老人们交
流都会聊聊去过哪些地方，看到过哪些风景，有
过哪些见闻等。这也是新时代老人们社交需求的
体现，《报告》发现，超五成者选择独自或和朋
友出游，远超夫妻结伴出游及和子女同游。老同
学、社区好友组成夕阳红旅游团，他们不依赖家
庭，有着独立的社交圈，旅游成为新型社交方式。

中国心理学会老年心理专业委员会理事王一
牛表示，老人旅游符合积极心理学、健康心理学
的理念。活到老，学到老，玩到老，不只限于琴
棋书画，也包括看看大千世界。他认为，老年人
旅游的益处包括：

1.开阔眼界。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数据显示，老年人旅游的国内热门目的地是
桂林、丽江、西双版纳等；出境游则喜欢新加
坡、大阪、巴厘岛、普吉岛等。不一样的饮食习
惯，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让老人们增长了见识，
开阔了眼界。

2.改善认知。旅游可锻炼体魄，增进健康。王
一牛表示，旅途中无论是坐车、行走，还是爬
山、逛景点，都是很好的有氧锻炼。到成都看场
川剧变脸，去景德镇体验陶艺，都可以锻炼感
觉、视觉、触觉、嗅觉、思维的敏捷和灵活度。

3.排解烦恼。旅游可以让老人从鸡毛蒜皮、家

长里短当中走出来，或面朝大海大海，
或登高远望，领略不一样的风景，能让
心胸更加开阔，释怀烦恼。

4.结交朋友。退休后，人际交往减
少让老人感到孤独寂寞。旅游给了老人
拓宽社交的机会，邀上老同学、老同
事、老战友，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既可
互相照应，又是相互交流感情，增进友
谊的良机。

5.自我发现。旅游是个发现自我价
值的过程，去看看鲁迅笔下儿时百草
园，去游览小兵张嘎电影中的白洋淀风
光，或者去远方实现自己儿时的旅游梦
想。

老年旅游应重视“个性化”

随着近年来老年旅游逐渐升温，一
些问题也层出不穷，尤其是报名“低价
老年团”受骗的事件时有发生。刘思敏
提醒老年人，选择游产品时，千万不要

“图低价”“贪便宜”，要选择品牌信誉
度高，综合实力强的旅行社。

刘思敏建议，要根据老人自身情况，有针对
性地选择旅游产品和线路。比如受教育程度高的
老年人，可以选择一些人文旅游，受教育程度较
低的，可以选择一些自然风光体验游。出行前还
要充分考虑老人的身体情况，比如选择夕阳红旅
行团可询问是否配备保健医师、急救员、多名导
游等，还可考虑购买相关旅游保险。

当跟随不同的人群出行时，王一牛建议老人
要做好各方面准备：

与老伴旅游。出行前准备好应季衣物，带好
常用药品。同游中，夫妻要互相照顾，提醒对方
注意安全，按时吃药、喝水等。放下不愉快的事
情，不要提及家里的琐事。避免长途旅行、反季
节游玩，不要危险性的涉水项目。

同子女旅游。跟子女充分沟通旅行的诉求，
比如想去哪里玩，适当安排好时间。子女要充分
考虑父母的身体状况，不要把行程安排得过满、
过紧。老人要听从子女的安排，不要尝试危险项
目。

和老友旅游。注意互相提醒旅途中的安全，
尽量不要跋山涉水，争强好胜。购买旅行纪念品
或其他产品时，不要攀比消费。遇到不平的事情
不要激动，理性解决消费纠纷，应在确保人身安
全的前提下，依法协商解决。

独自出游。尽量不要自己出游，尤其是 70 岁
以上的老人，即便是跟团游也要随时和导游、领
队保持沟通，不要脱离团队单独行动。要注意旅
行前的身体检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规划行
程，以舒适度和安全度为主，不要参加惊险刺激
性项目。

专家建议，旅行社在设计老年旅游产品时，
不能一味地压缩成本，牺牲体验感和旅游品质。
业界可以推出更多高性价比线路、错峰线路、短
途线路等，来满足中老年旅游群体的需求，鼓励
更多中老年人出游，享受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老年人，越玩越精神

吸烟增加抑郁风险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称，吸

烟可能增加患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风险。这表明，
吸烟不但危害身体健康，同时也会给心理健康带来负
面影响。

研究团队分析了英国约46.2万人的相关数据，其
中 8%的人是烟民，22%的人有吸烟史。结果发现，
吸烟会增加患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此外，患
有这两种疾病的人吸烟的可能性本身也会增加。不
过，后者的关联相对较弱。

交通拥堵、不文明驾驶让不少人患上“路怒
症”，心脏也承受着很大压力。巴西圣保罗州立大
学、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和意大利帕尔玛大学
的研究者发现，开车时听合适的音乐，有助减轻
心脏压力。

研究人员选取了 5 名年龄在 18~23 岁的女性参
与者，分析了音乐对她们心脏承受压力的影响。
这些女性身体健康，每周驾车 1~2 次，驾龄有 1~7
年。研究人员之所以选择平时不怎么开车的女

性，是因为经常开车且拥有驾照时间很长的人更
能适应交通紧张情况。测试为期两天，第一天，
她们在交通拥堵路段行驶 3公里，不听音乐；第二
天，在同一时段沿着相同路线开车，但听音乐。
研究人员通过心率变化，评估了参与者心脏承受
的压力水平。结果显示，开车时不听音乐的参与
者，心率变异性降低，压力较大；听音乐的人心
率变异性增加，交感神经系统活性降低，压力水
平较低，有利于心血管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