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生活
2018.03.12 星期一 责编：
刘惠（电话：
18613998217）实习编辑：
朱蓉飞 版式：
李嘉冕

投稿邮箱：
460705927@qq.com

养老辅具租用更省钱
一台进口护理床一万多，
一台电动轮椅大几千，还有制
氧机、
呼吸机、
爬楼机……对居
家养老的老人来说，这笔专业
养老器械的开销不是个小数
目。老人的生活离不开这些器
械，
可一旦这些器械闲置了，
处
理起来也成了麻烦事。怎样养
老才能不那么
“费钱”
呢？答案
是将购买改成租用。在日本，
90%的养老和护理产品靠租
赁实现。现在国内不少城市都
有专业养老器械的租赁服务，
老人可以通过租赁得到实惠。
租用辅具减轻照顾负担
家住海淀区的徐女士退休
后，在家照顾患有重度帕金森
症的母亲。老人已处于半失能
状态，起身、吃饭都需贴身照
顾，既要擦身、翻身，还要在床
和轮椅间移动，这让徐女士有

些吃不消。
2017 年 1 月，徐女士在安
馨在家养老器械租赁公司租用
了电动护理床。半年后，不但
母亲的褥疮好转，还大大减轻
了她和保姆的负担。每天早
晨，徐女士把老人从床上挪到
轮椅上时，只需按下遥控器按
钮，就可将床身调整至和轮椅
同样高度；
擦身、
翻身时，
头部、
脚部都可以抬高，从而防止老
人坐起时身体下滑。
术后康复者也从中受益。
家住房山区的蔡女士年初做了
腿部手术，
租赁电动护理床后，
通过遥控器就能控制腿部抬高
的幅度。一个月后，康复后的
蔡女士退租，工作人员当天便
完成回收并退还了押金。

以刚刚做完手术行动不便
的人群为例，
此类客户对康复辅
具的租赁时间为2至3个月，
而
像一些高功能护理床的价格动
辄8000至13000元不等，
需要
即付大额现款，
且3至4个月辅
具就会闲置。如果租赁，
每月只
需 500 至 700 元的租赁费就可
以了，
租3个月，
1500元左右即
可解决短期之需，
且租用的还是
价格在万余元的高端护理器具。
对于一些高危高龄人群，
租赁的便利和节约成本就更明
显。比如肺纤维化病人，一般
必须用到 5L 制氧机、
呼吸机及
电动护理床，这三款辅助器械
市场总价在29000元左右。如
果选择租赁这3款器具，
每天的
租金合计也只有80元左右。

租用比购买能省不少钱

这些养老器械可以租

租用辅具，
关键是很实惠。

康复器材租赁企业健租

宝的总裁李锦全说，推出租赁
业务的养老器械基本都是大
件。除了轮椅、护理床，制氧
机、呼吸机、空气净化器、爬楼
机、
移动吊臂、
代步车都能按不
同周期进行租赁。有的小件器
械比如拐杖，质量好的也就二
三百元，
就没有租赁的必要了。
“辅具租赁适合身体功能
退化的人群。相对大件、价值
高、
短期使用频次高、
需要服务
去支撑的产品，
可以选择租赁。
但如长期使用（比如超过1年以
上）则可以考虑购买。”李锦全
说，一开始，简单的辅具就适
用，后来可能需要翻身和整体
升降等功能，若反复购买和闲
置，
既费钱也浪费资源，
租赁更
节约、
灵活。租用辅具，
清洗、
消
毒和适配是关键。专业的清洗
和消毒确保安全，
能使老年人用
得更放心。
（摘编自《北京晚报》）

白坯瓷碗最安全
大家都知道陶瓷餐具
颜色越艳丽，
重金属越多。
但相对于纯白色的瓷器，
人
们可能更喜欢带有花色图
案的产品。除了钧瓷、
汝瓷
等窑变产生的色彩外，
其他
则难以避免。建议大家在
选购瓷质餐具时，
选择那种
内面没有彩釉的白坯瓷碗。
釉彩的种类也决定着
对健康的影响程度。按工
艺来分，
彩釉陶瓷分为釉下
彩和釉上彩。釉下彩就是
在施釉前着色，
色料被包裹
在釉料下。这种陶瓷产品，
色料即使含有对人体有害
的重金属，也会被釉层阻
断，难以析出。釉上彩，是
在釉的表面着色。如果难
以断定自己购买的是哪种
产品，
就尽量避免彩釉与酸
类接触，避免高温，以免色
料中重金属析出，损害健
康。
（摘编自《大河报》
）

偏硬沙发适合老人

水表只有 6 年命
家里的电费突然增加
了，是不是电表出了问题？
正确做法是关闭全部电源
来初步判断是否电表“暗地
里走”
。如果不确定水表、
电
表和燃气表是否准确，可直
接送到计量部门“诊断”，如
果查出有问题，送检的费用
由经营单位出；如果检测发
现水电气表并无故障或偏
差，则检测费用需要由居民
自己掏腰包。根据规定，个
人送检水表的费用在二三
十元左右。
值得提醒的是，和大家
息息相关的水电气民用三
表都是有一定使用期限
的。按照规定：水表使用年
限 6 年，液化石油气的气表
的使用年限也是 6 年，而天
然气气表的使用年限则达
到 10 年，
现用电表则没有一
定年限的规定。大家可在
自家水电气表上的检测合
格标签上看到检测时间，即
可清楚了解到该表的使用
时间，
到期不更换民用三表有
安全隐患。
（广东省东莞市质
监局计量科副科长 谢伟强）

提购物车上公交尽量走前门
老年人乘坐公交车有很
多讲究。
提购物车上公交，购物车
先上 即使买了少量的商品，
有
的老年人也要带着购物车出
门。老年人拖着购物车上车本
来就不安全，从后门上车更是
“险上加险”。如果老年人拖着
购物车上公交车，
人先上购物车
后上，
驾驶员的视线可能看不到
购物车，
一关车门，
就把购物车
夹住了，
再开车门，
就可能出现
连人带车栽下车的危险。建议

购物量较少的老人尽量不要带
购物车乘公交，
如果一定要带，
上车时可让前面的乘客搭把手，
先把购物车抬上车，
人再上。有
些老年人，
看到前门挤就想从后
门上车，
但驾驶员只能通过监控
看到下车的乘客，
这样就很可能
在关车门时夹伤老人。
尽量不坐最后一排的中
间位置 乘车中，很多老人只
用一只手握着把手，另一只手
被购物车或购物袋占着，建议
上车后，
最好将物品放在地上，

如能找到座位，最好坐在驾驶
员附近，以便让驾驶员及时了
解老人的身体情况及下车的站
点 。 座 位 越 靠 后 ，颠 簸 越 明
显，尽量不要坐在最后一排的
中间位置。
遇到问题记下车牌号 有
的老年人被车晃倒了，隔了好
几天来讨说法，又说不出车牌
号。建议如果遇到问题，老年
人要记下车牌号。
（大连市公交
集团四分公司姚家客运站运营
科科长 张德刚）

5 种日用品少买
“家庭装”
很多日用品不适合买“家
庭装”
。
洗发水 儿童应选择专用
的儿童洗发水。成年人也不建
议用同种产品，
爱出油的人可选
去油的清爽型洗发水，
但这类产
品却不适合头发干枯受损的
人。而且，
家庭装洗发水经常开
合会接触空气，易氧化。建议
大家买小瓶装洗发水。
沐浴露 汗液和皮脂分泌

较多的男性，
适宜使用清洁为主
的偏碱性沐浴露。敏感性皮肤
者，
应选性质温和的中草药沐浴
露。儿童肌肤细嫩，
使用成人沐
浴露，
长大后易皮肤敏感。
牙刷 普通成人牙刷刷毛偏
硬，
建议老人用猪鬃毛牙刷。儿
童需用小刷头的软毛牙刷，且
刷柄要
“硬”
。家里有吸烟、
喝咖
啡、
喝茶习惯的人，
如牙齿有色
素沉着，
应用中硬毛牙刷。

托盘插花
分分钟搞定

■创意插花

1

面包托盘可以成为独特的花器，动手试试
吧！

材料：
油菜花 2 枝，
八角金盘果 2 枝，
白玫瑰
2 枝，
面包托盘一个。
1.填满八角金盘果 先把 2 枝八角金盘果都
2 剪成小杈，
每个小杈花茎 2 厘米左右。再将八角
金盘果的小杈花头朝外，顺着面包托盘的形状
在外围摆成一圈圆形。然后把剩余的八角金盘
果依次码入圆圈中，
直到填满托盘。
2-3.插玫瑰和油菜花 把玫瑰花头剪下，花
3 茎保持 3 厘米左右，
然后插入八角金盘果的中间
位置，两朵紧挨。再将油菜花剪成小枝，围绕着
白玫瑰周围插入八角金盘果中，尽量保持油菜
花之间的紧凑。
4.造型 把花艺造型聚拢收入面包托盘罩中
4 即可。
（摘编自《新京报》
）

牙膏 患有牙龈炎、
牙周炎
的人，应用含氟牙膏；有口臭
的，
可用含铜盐叶绿素的牙膏；
如牙齿遇热或冷会酸痛，可选
脱敏药物牙膏；
如需清除牙垢，
可选防锈牙膏、
胺盐牙膏。
洗衣液 宝宝或儿童应使
用含椰子油和棕榈油等天然成
分提取的温和洗衣液。贴身内
衣裤也应使用专门的洗衣液或
洗衣皂。
（摘编自《钱江晚报》
）

老人选沙发要
“挑剔”
。
1.不能太低。座面高
度在 42 厘米左右，约等于
小腿高度最佳。2.不能太
宽。座面太宽，
老人腰部就
会远离沙发后背，缺少支
撑，
导致腰背疼痛。沙发座
前宽约 48 厘米，座面深度
在 48~60 厘 米 是 最 佳 尺
寸。3.不能太软。沙发过
于柔软，
容易让老人感到腰
酸背痛，疲倦乏力，诱发或
加重腰痛。4.选靠在沙发
上有半躺的感觉的品种。
提醒：无论是哪种沙
发，老年人都不宜坐超过 1
小 时 ，更 不 能 把 沙 发 当
床。
（摘编自《成都日报》
）

KTV无权向消费者
收版权费
有网友反映，
最近在湖
南长沙的KTV唱歌，
被收取
5 元版权费。中国音像著作
权集体管理协会表示，
版权
费针对的是以营利为目的
的KTV场所，
KTV没有权力
向消费者收这笔费用。
（摘
编自《北京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