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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说辛苦了一辈子，退休后
终于可以享受人生、颐养天年了。不过
因退休后产生不适应，导致患上“退休综
合症”致使家庭关系紧张的也不在少
数。这不，家住北国风光小区的谭女士
就遭遇了因父亲退休而让家里关系紧张
的难题。

据谭女士介绍，她的父亲，我们暂且
称为老谭吧，老谭是江北区某重要部门
的主任科员，平时工作兢兢业业，日子过
得非常充实。因为一心扑在工作上，老
谭在家的时间较少，回家之后也和颜悦
色，很少因为琐事和家人吵架，因此在大
家的印象种，老谭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
老头，大家都愿意和他相处。

不过在2017年8月，老谭到年龄退
休了。退休之后的老谭突然不知道怎么
的，性情大变，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
老谭从不对家里的饭菜进行点评，现在
每天不是嫌汤咸了，就是嫌弃粥煮得不
稠，总之没有一件顺心的。从最开始嫌
弃饭菜，到后来越来越变本加厉，每天没
事就对家里每个人冷嘲热讽、评头论足，
导致家里人都十分惧怕他，一时间家里
关系非常紧张，生怕一不小心就得罪了
老谭，点燃这个家里最大的“火药桶”。

对于老谭的这些举动，老伴张婆婆
说，老谭退休后突然感觉自己没有用了，
心情非常失落。老谭退休前周末都会约
上朋友一起去钓钓鱼、爬爬山、下下棋之
类的，退休后基本就和朋友们断了联
系。退休后的老谭睡眠也不好了，因睡
眠不足导致情绪不稳，紧张易怒，因此常
常把家里关系搞得非常紧张。“上周我女
儿因放假和同事一起出去玩，回来晚了
点，老谭张口就一顿乱骂，把女儿说得眼
泪都掉下来了。事后他虽然很后悔，但

是却不知怎么去表达。”张婆婆说，虽然
她能理解老谭退休后生活不再像以前那
样有规律，但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家
里长期低气压，待在家里就难受。

针对老谭的这些问题，记者咨询了
心理专家王老师。据王老师介绍，老谭
这是典型的“退休综合症”，是因为退休
后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状态造
成的。

王老师介绍，一般来说，退休综合征
有心理症状和躯体症状两种。心理症状
主要指抑郁症状，如情绪低落，精神沮
丧，感到自己“老而无用”；疏于与亲戚朋
友联系，更不愿主动去交朋结友；对过去
很感兴趣的业余爱好也感到索然无味，
甚至连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也不愿
做。患者还可有心烦意乱，紧张易怒，容
易与他人发生冲突，冲突后后悔不已，等
焦虑症状。

躯体症状主要有中枢神经系统症
状，如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眼前发黑，听
力减退，手足多汗并发冷，面色潮红或苍
白。此外还常伴有软弱无力，关节疼痛，
四肢颤抖或麻木，皮肤瘙痒或蚁走感等，
但到医院检查又检查不出什么。

老谭若想摆脱目前的状态，王老师
建议他首先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注重
过好“现在”每一天，释放心理压力。此
外，还应该多方面出发，充实离退休后的
日常生活，可以充分发挥余热，积极参加
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或者培养一些有益
身心的兴趣爱好。

王老师说，家里人的支持和理解对
老谭来说也非常重要，家人可经常陪他
到处走走，鼓励他多与朋友联系，只要他
心中不感到孤独，目前的这些问题都会
迎刃而解。

天气越来越冷，气温会越来越低，夜
晚甚至只有几度。老年人身体抵抗力比
较低，这时期就很容易受到一些疾病的侵
袭，比如说浑身酸痛、尿频、心绞痛、哮喘
等都会在夜间不请自来。324医院心血管
内科主任医师王梅提醒广大华宇的老年
人冬天晚上特别容易犯6种疾病，她希望
广大华宇的老年人要引起注意。

1.胸痛
人的副交感神经在夜间活跃，但如果

它过度兴奋，可能导致夜间血流、心跳较
慢，会造成心肌缺血，因此冠心病、心绞痛
的患者比较容易在晚上发病。为避免心
血管夜间 作乱 ，建议晚餐以八分饱为
宜，避免消化系统和心脏 抢 血；尽量
不看紧张、刺激的节目，也不要情绪过于
激动；床头最好备盒急救药。睡前按摩有

助舒缓心脏紧张，方法是脱衣平躺，搓热
手掌，然后用左手掌自胸骨开始，向左侧
按摩至腋窝，每天100次。

2.哮喘
夜晚气温较低，哮喘特别容易发作。

除正常使用药物外，还要及时清除床褥上
的灰尘、毛屑；仰卧时呼吸阻力大，易致哮
喘发作，应侧卧睡；干燥的空气会诱发支
气管痉挛，睡前应增加卧室湿度或喝杯白
开水。此外，可以按摩大椎穴（颈部下端，
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6秒钟，重复3次。

3.泛酸
饮食不正常、晚餐吃太多或吃得太晚

易造成夜间泛酸等。晚餐最好在18点左
右，20点后除了喝水最好别吃东西；晚餐
后4小时内不要睡觉；晚上尽量不要吃甜
点、油炸食物，也不要喝酒，多吃含纤维和
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土豆等。平时可用

拇指按摩中脘（肚脐上方五指宽处）、足三
里（膝关节外侧凹陷下方四指宽处）等穴
道，每次10分钟。

4.浑身酸痛
很多老人一到晚上就觉得筋骨酸痛，

周身疲惫，这是因为晚上身体代谢变慢，
比较容易酸痛。老人应注意夜间保暖，改
善血液循环，酸痛就会好转。可以在睡前
用热水袋热敷酸痛部位，或将毛巾放在
40℃ 45℃的水中浸泡，拧干后敷于酸痛
部位，5分钟更换一次毛巾，共热敷15 20
分钟。还可以用拇指指腹按摩委中穴（膝
后菱形凹陷区正中间）、肩井穴（乳头正上
方与肩线交接处），以有酸胀感为宜，每个
穴位按50次。

5.尿频
睡觉时静脉回流多，血液从四肢流

回内脏，更容易比白天产生尿意，一般

人可以忍耐6个小时左右，但老人容易
因尿意起夜。因此，白天应保证运动30
分钟，1000毫升 1500毫升左右的饮水
量，但睡前要少喝水。平时应注意下腹
部的保暖，每天热敷关元穴（肚脐下四
指宽处）及中极穴（肚脐下五指宽处）5
分钟，或早晚按摩5 10分钟。需要提
醒的是，一旦夜间有尿意，千万别憋尿。

6.皮肤瘙痒
冬季干燥，老年人皮肤瘙痒明显增

多 ，建 议 洗 澡 次 数 不 宜 过 多 ，水 温 以
35℃ 40℃为宜，不要用碱性较大的香
皂，以免增加皮肤干燥度；适当涂些护肤
品，如凡士林；饮食宜清淡，不要吃得太
咸、太腻，少吃刺激性食物，多吃新鲜的黄
绿色蔬菜；夜间内衣应柔软宽松，避免尼
龙及毛织衣物贴身穿戴，以棉质为宜。

重庆晨报记者 吕璐

退休后的父亲变了，紧张、失眠还易怒

退休职工王婆婆的退休生活也很精
彩。退休后的王婆婆，利用自己跳舞的
特长，组织了小区里有同样爱好的老头
老太们，组建了“夕阳红”舞蹈队，经常自
编自演，自费掏腰包购买服装，免费为社
区表演，受到大家热烈欢迎。

王婆婆说，她组建的舞蹈队，目前已
经有18人了，大家利用空余时间经常聚
在一起排练舞蹈。每当社区有表演需要

的时候，他们都积极参加，还经常去参加
各种舞蹈比赛。“虽然很多都是搞起耍
的，但是我们认真对待每一次演出活动，
通过跳舞，不但增进了感情，身体也好
了。”王婆婆开心地说，退休后，她没有了
工作上的烦恼，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样的状态挺好的，她很满意自己的退
休生活。

重庆晨报记者 吴华江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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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老年人冬季晚上易犯6种病

陈老师是某中学的政治老师，因出
色的教学能力，一直是该校的骨干教
师。退休后的陈老师可没有闲着，他利
用自己平时攒下的资源，和朋友以前开
办了兴趣爱好培训班。从一个教学者变
成一个业务员，陈老师没有一点不适应，
很快就在新岗位上做得风生水起，培训
班也办得越来越好，从最初的只有一两
名学生，到现在稳定开班，过程虽然艰

辛，但果实很甜美。
“我在退休前半年就在规划我退休

后的生活，我因为家务做不好，在家里肯
定要被老婆嫌弃的，还不如趁还能动，再
发挥点余热，做点事情，不但可以充实生
活，还能改善下家里的经济。”陈老师说
到自己的退休生涯，他说关键是保持了
良好的心态，提前就做了退休规划，“退
而不休”让他心态非常好。

李婆婆是某单位的退休职工，退休
后她也失落彷徨了一阵，不过在老伴的
建议下，她学习了插花、烘焙等技能，现
在每天生活很精彩，用她的话就是简直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李婆婆说，她退休前全身心都是扑在
工作和家庭上，退休后工作没有了，孩子
长大也不再需要她照顾。退休后她在老伴
的鼓励下，学习了插花课程，觉得自己的审
美情趣提高了，还让自己有很多事做。

除了爱上花草，李婆婆还成了烘焙
达人。李婆婆的女儿买了一台烤箱放在

家里，可惜只烤了一次鸡翅就再也没动
过。李婆婆看着特别可惜，专门买了一
本烘焙书籍来家里琢磨，现在已经成为
了一名烘焙达人，月饼之类的都是自己
烤制，还能为家人烤上营养美味各种点
心。“大家都说我蛋黄酥烤得好，去年中
秋我在朋友圈里卖蛋黄酥，大家对口味
赞不绝口，我也挣了几百块钱。”李婆婆
高兴的对记者说道，她还说，退休后一定
要找点事情做，这样不仅能打发时间，还
能获得很多意外惊喜，让退休生活更加
精彩。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编制的
“2018年铁路春运购票日历”，
2018年春运时间为2月1日至3月
12日，网络、电话订票预售期为30
天，车站窗口、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
预售期为28天。

这意味着昨日起就可以通过网
络、电话购买2月1日以后的火车
票。其中，1月10日可以购买小年
当天火车票；1月17日，可以购买除
夕当天火车票。而车站窗口、代售
点或自动售票机则需等到1月5日后
才可购买春运车票。

春运火车票开售 17日可买除夕火车票
2018年春运时间为2月1日至3月12日，网络、电话订票预售期30天，车站窗口、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为28天

推出常旅客会员服务：
铁路部门自2017年12月20日起，试行

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凡年满
12周岁的旅客，可通过www.12306.cn网站、

“铁路12306”手机APP、车站设立的会员服
务窗口等渠道，申请成为“铁路畅行”常旅
客会员，购票乘车累积积分，积分可兑换
12306网站指定车次车票。

微信可接收购票信息：
从去年 12 月 26 日起，12306 网站新增

微信通知方式，通过“铁路12306”微信公众
号发送购票、退票及改签等通知信息，列车

运行调整和手机号码核验仍通过短信发
送。

微信也可以付车票钱：
从去年 11 月 23 日起，12306 网站微信

支付服务功能上线运行，旅客在12306网站
及手机客户端购买火车票时，可在支付页
面选择“微信支付”。

乘坐动车组可以选座：
从去年 10 月 12 日开始，12306 网站及

客户端支持 C、D、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选
座，不过，如剩余车票不能满足需求，系统
将为您自动分配席位。

可以选择接续换乘：
从去年 10 月 12 日开始，12306 网站及

客户端推出了接续换乘功能，当遇到出发
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列车无票或没有直达列
车时，系统将向旅客展示途中换乘一次的
部分列车余票情况，如果旅客选择购买，可
以一次完成两段行程车票的支付。

乘动车组可以网上订餐：
乘动车组的旅客通过 12306 网订票成

功后，将收到是否订餐的提示，需确认订餐
时，按页面功能提示办理，可使用支付宝和
微信付款。 本报记者 杜海

■这些信息能帮到你

王婆婆退休后成立小区舞蹈队

陈老师退休后开办兴趣培训班

李婆婆退休后参加各种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