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的身体抗病能力低，
器官功能不好 ， 最好居住在通
风、 空气新鲜的舒适环境中， 从
而保证身体健康。 具体而言， 老
年人住房还有以下五点要求：

1.�屋要高 住房需空气好、
阳光足， 才能有利于老年人的身
体健康。 实验表明， 居室净高低
于 2.55 米時， 室内二氧化碳浓度
增高， 影响室内空气质量， 还会
使人感到压抑。

2.�台面低 无论是固定台面

（吊橱） 或是移动的台面 （家具）
都应低， 特别对于身体虚弱、 手
腿不便的老人来说， 台面高度应
更低些， 一般以方便适用、 不经
常爬高取物为准。

3.�地不滑 最好使用优质无
釉砖、 防滑砖、 木地板和强化地板
等， 忌用花俏和几何形图案的地砖，
以免产生视觉偏差而滑倒、 跌跤。

4.�光线足 由于老年人视力
衰退， 因此室内采光和照明应充
足。 室内采光是指室内能得到的

自然光线， 一般要求一天日照要
确保在 3 小时以上， 窗户的有效
面积和房间的地面面积之比最低
不应小于 1∶15。

5.�色彩适中 根据心理学的
观点， 色彩不仅影响人的主观感
觉， 还能影响人的情绪， 故应选
择适合老年人的色彩。 老年人居
室四周可用浅色或白色， 而桌椅、
沙发、 床上用品等宜用鲜艳的颜
色， 以增加喜庆、 热闹气氛。

兰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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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暴露、 少露财 女性最
好不穿太暴露的衣物出门， 不
走小巷等偏僻的地方， 养成不
带太多财物出门的意识。

小心“杀熟” 很多女性
尤其是背井离乡只身去大城市
奋斗的女性， 面对所谓 “老乡”
的要求一般不会严厉拒绝， 这
也为 “熟人” 犯罪滋生提供了土
壤。 建议女性应保有对熟人应有
的警惕心， 加强自身防范意识。

强身健体 遇到坏人首先
要确保我们自身安全， 然后再与
歹徒斗智斗勇。 女性平时应该加
强体能训练， 这样能够在危难时
刻为自己增加逃脱概率。 平时
通过请职业教练或者跟着教学
视频学一些女子防身术、 简单的
搏击术等， 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
先发制人， 迅速撤离危险区域。

学会求救 若遇到歹徒欲
实施不轨行为一定要记得向周
围的人求救， 并且指出某个人
的具体特征， 例如公交车站穿
红色衣服的女士、 穿黑色运动
裤戴眼镜的大哥 ， 帮帮我等 。
如果你求救时没有指出特定某
个人， 大家会默认你叫的是其
他人， 从而造成所有人漠然不
理的情形 ， 而用这种 “特指 ”
方式求救会有一个群体效应。

留下个人标记 遇到侵害
时我们应该掌握一项求生技
能———留下个人标志 。 比如走
在大街上 ， 突然被人拉上车 ，
在这样的瞬间我们需要将手里
的东西往外扔出去。 东西一扔
出去， 周围人可能会注意到你，
从而获得救助。

钱伟

家在福州的 9 岁小朋友李烁烁 ，
最近出现眯眼、 眨眼现象， 而且看电
视总是不自觉的越靠越近。 暑假空闲
时， 父母带他到医院诊治， 发现小烁
烁患上近视， 双眼视力只有 0.7、 0.5。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 我
国近视患者达 6 亿， 青少年近视率居世
界第一， 小学生的近视率也接近 40%。

“每逢暑假， 很多家长多了一件
头疼的事情 ， 就是陪孩子去配眼镜 ，
看看孩子的视力有没有新的变化。” 解
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眼科
主任医师陈梅珠介绍说， 近视主要有
40%是遗传 ， 平时用眼距离过近 ， 看
书、 写作业较久， 玩手机、 电脑时间
过长， 环境照明光线过强或过弱， 缺
少室外活动、 营养不良都可能是近视
的因素之一。

暑假里， 应当让孩子多进行户外
活动和锻炼。 研究显示， 每天增加 76
分钟的户外活动时间， 可以降低 50%
的近视发生风险。 阅读和书写时保持
端正的姿势， 眼与书本应保持 30 厘米
左右的距离， 不在走路、 乘车或卧床
情况下看书和电子产品。 学习和工作
环境照明要适度， 减少眩光或闪烁现
象， 不在阳光照射或暗光下阅读或写
字。 尽量少接触平板电脑、 手机等电
子产品。 用眼 45 分钟左右应休息 10 分
钟左右并看远， 使眼睛调节松弛。 注
意营养， 饮食时多吸收叶黄素， 摄入
足够的蛋白质， 多吃新鲜蔬菜、 水果、
芝麻、 核桃、 粗粮， 喝点菊花茶等。

此外， 社会上出现的各类 “治疗
近视” 神器， 比如仪器、 按摩、 针灸
等， 让许多家长上当、 受骗。 陈梅珠
强调说， 这些治疗手段可能对舒缓眼
疲劳有所帮助， 但解决不了近视问题。
如孩子视力出现下降， 应及时到正规
医院眼科接受检查， 由专业医生帮助
制定适合的矫正方案。

吴志

●在光线昏暗的岩洞中游览 ， 最
好带上手电筒照明 （有的岩洞门口可
租用手电筒）， 防止在岩洞中绊倒。

●走路要慢， 把脚抬高一些， 防
绊倒。 观景时， 要停住脚步， 看完后
再往前走， 切莫边看边走。

●老年人游览岩洞时 ， 最好拄
拐杖 。

●岩洞中的温度要比外面低， 入
洞前最好穿厚一点的衣服， 尤其是身
体弱的人更要注意保暖。

●岩洞中的空气比较污浊， 游览
时最好戴上口罩， 游览完以后立即出
来换换空气 ， 并做几次深呼吸运动 ，
不要在洞中长时间逗留。

泽川

游岩洞注意事项

女性外出如何确保安全？
7 月 30 日深夜， 长沙街头发生惊悚一幕： 一名女主播正在等车，

忽然背后冒出陌生男子， 他对着女子臀部用刀猛捅， 随后逃跑， 女子
1 分钟后倒地不起， 送医院后幸无生命危险。 8 月 2 日， 针对此次案
件，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官方微博发布最新通报， 称犯罪嫌
疑人刘某 （男， 32岁， 河北石家庄人） 已被刑拘。

在日常生活中， 女性如何在劣
势环境下寻求自保？ 下面的方法值
得借鉴。

结伴而行勿独处
许多不法分子趁女性独自上下

夜班期间对其实施迫害， 建议单身
女性在夜间应尽可能地结伴而行，
避免独自步行在人少或偏僻的路
上， 尤其是晚上 10 点以后。 如果
女性独自走在街上觉得身后有人尾
随， 建议用手机打朋友电话并走到
马路对面去， 若这时身后的人依然
穷追不舍， 尽量保持镇定， 跟朋友
说一下自己的具体位置和情况， 走
到人比较多、 有摄像头或灯光很亮
的地方， 同时注意路上车辆， 有出
租车时及时拦下。

如果坏人加快脚步向你走来，
旁边没有人可以求救， 逃跑也来不
及时， 建议采取一系列进攻性的防
御手段， 如踩对方脚趾、 伺机击打
下颌或要害部位。 撕打起来注意优
先攻击对方下盘， 只要扰乱其下盘，
他的力量就无法真正发挥。 当对方
不小心摔倒， 就是我们逃走的机会。
一旦自卫手段发挥了实际作用， 立
刻跑开报警求助是最好的选择。 在
发生面对面对峙时， 应尽可能记住
对方的外貌特征， 以便警方查证。

近年来拐卖妇女的犯罪分
子利用女性对小孩、 同性、 老
人的善意实施恶行。 惯用的套
路如下： 老年人利用女性的同
情心将其带到指定的餐馆， 与
接应的同伙一起下药或者直接
打晕该女性， 实施拐卖。

国际劳工组织 CP-TING
项目数据显示 ， 除儿童以外 ，
女性亦是弱势群体， 是人口拐
卖的重点受害对象。 被拐卖女
性的年龄集中在 16 到 24 岁之
间 ， 具有生育能力和劳动能
力。 值得警醒的是， 一般成年

男性不会找孕妇帮忙， 正常人
不会向老人求助， 大人不会找
孩子帮忙。 寻求帮助一定是因
为从某方面来看你占有一定优
势， 比如受到人身威胁的女性
应该找一位高大威猛的男性帮
助她， 而不是找一位同样需要
保护的女性帮助。 如果寻求帮
助的一方明显看起来不用我们
的帮助 ， 且求救之后拒绝报
警、 拒绝去可以得到救助的地
方 ， 还引我们朝偏僻角落走 ，
应立即拒绝。 这时候， 请务必
收起我们的善良。

慎用我们的善良

学习防身自救五要素

给老人一个舒适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