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包
老年人居家骨折恢 复
髋部骨折患者及家庭恢复指南

目录

FReSH START 工具包

患者及其家人的角色

2

我的健康

3

在医院时

4

什么是髋部骨折？

4

下一步是什么？

4

在医院时对疼痛进行控制

5

对话图：患者的旅程

6

准备回家和回家途中

9

安全进出汽车

9

在家时

10

设备

11

在家中进行安全设置

12

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以及处理方法

13

在家中对疼痛进行控制

14

有关营养的建议

15

睡眠

16
16

移动
防止跌倒和受伤

16

锻炼身体——一切都算数！

17

何时/如何恢复锻炼活动

17
18

锻炼
早期锻炼

18

居家锻炼

20

资源

25

注释

26

若要在家观看有关 FReSH Start 的视频，请访问：
https://vimeo.com/channels/freshstart

目录

FReSH START 工具包

患者及其家人的角色

2

我的健康

3

在医院时

4

什么是髋部骨折？

4

下一步是什么？

4

在医院时对疼痛进行控制

5

对话图：患者的旅程

6

准备回家和回家途中

9

安全进出汽车

9

在家时

10

设备

11

在家中进行安全设置

12

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以及处理方法

13

在家中对疼痛进行控制

14

有关营养的建议

15

睡眠

16
16

移动
防止跌倒和受伤

16

锻炼身体——一切都算数！

17

何时/如何恢复锻炼活动

17
18

锻炼
早期锻炼

18

居家锻炼

20

资源

25

注释

26

若要在家观看有关 FReSH Start 的视频，请访问：
https://vimeo.com/channels/freshstart

2

3
髋部骨折恢复：患者及其家人的角色

我的健康

在您来医院时，安排一个人帮您完成以下事项：
 将贵重物品送回家中
 带上不漏脚趾和脚跟的结实鞋子、助听器、眼镜、牙刷和洗浴用品
 带上您服用的药物的清单，包括处方药、草药和其他任何药物
手术后，尽早开始准备回家：
 请医护人员与您一起阅读本手册

我的髋部骨折了。我做手术的日期是
我做手术的那条腿可以承受 				

的重量。

平衡和力量练习以及散步是我恢复锻炼的重要组成部分（第 16 页）。

我需要避免以下活动：
髋部预防活动（请您的物理治疗师写在下面并注明多长时间）

 询问您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日期：
 安排一个人在您回家后的至少 10 天内为您提供帮助
（详情请见第 9 页）
 如果您对在家中恢复有任何疑虑，请告诉医护人员，例如：
• 没有住在您家或住在附近的能够为您提供帮助的人
• 前往会诊有困难
• 来医院前在家中的护理有困难
 向医护人员询问有关您所在的地区提供的公费和私费服务。
在您离开医院之前：
 要求护士或药剂师提供一份您服用的所有药物的清单（详情请见第 3 页）
 向医护人员询问出现问题时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怎样处理，与谁联系
（详情请见第 13 页）
 要求提供有关如何预防跌倒和受伤的信息（详情请见第 16 页）
 向医护团队询问有关跌倒警报系统的信息，尤其是在您独自居住的情况下
（详情请见第 25 页）
 向您的职业治疗师或物理治疗师索要一份您需要在家使用的设备的清单
（详情请见第 11 页）
 与您的物理治疗师讨论您在家可以遵循的活动和锻炼计划
（详情请看第 18 至 24页）
 当您回家时，您需要联系好家庭医生或护士。如果您还没有联系好，请要一份
在当地接收新患者的医护人员列表，或者询问有关 "A GP for ME" 项目的有关信
息（网站：www.agpforme.ca）
 索要一份复诊安排表（详细信息请见第 3 页）
回家时：
 与您的家庭医生预约会诊
 参加推荐的会诊：如物理治疗、骨骼健康诊所

我的复诊
复诊对象
骨科医生检查我的髋
部愈合情况

日期

时间

位置

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
检查我使用的药物和
我的总体健康情况
家庭医生或骨骼健康
诊所提高我的骨强度
物理治疗师帮助我保
持身体活跃、变得更
强壮并防止未来出现
跌倒的情况

我的药物
在离开医院之前，请确保有一份最新的用药列表。在一周内携带该列表去看您的医
生。另外，也需要向您社区内的药剂师出示该列表。某些药物可能造成跌倒的情
况。如果您感到头晕、虚弱或昏昏欲睡，请一定告知您的医生和药剂师，这一点极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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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时
什么是髋部骨折？ （您可能会听到的医学术语）

在医院时对疼痛进行控制

髋部是由可向各个方向移动的一个球体和一个孔穴组合而成。
其顶部是大腿骨（股骨）的球状体，它镶嵌在位于骨盆骨内的孔穴
（髋臼）内。髋部骨折是大腿骨顶部部分或完全断裂。

髋部骨折手术后会出现疼痛（或不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缓解。

为了减少痛苦：
• 请服用止痛药。您会定时收到止痛药，以防止疼痛加剧。
• 请经常左右移动、改变您的位置并进行锻炼。
• 慢慢呼吸，数到三，然后呼气——重复 3 次——这可有助于您放松。

1. 股骨颈骨折

如果您感到疼痛，请一定要告诉您的护士。不要等到疼得厉害时才告诉护士。

2. 粗隆间骨折
（最常见的骨折类型）

您使用的是什么止痛药？
• 一般会每隔六个小时给您使用对乙酰氨基酚片 (Tylenol®)
• 在刚开始的几天内，您可能需要更强的止痛药，如氢吗啡酮

3. 粗隆下骨折
（最不常见的骨折类型）

髋部骨折主要是由跌倒或其他髋部损伤造成的。
有些髋部骨折的患者也患有骨质疏松症。
什么是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会使骨骼变得更薄、更脆弱，并且在跌倒时更容易折
断。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预防跌倒并使您的骨骼更强壮：
1. 进行站立活动和力量训练。
2. 补充足够的钙、维生素 D 和其它特定药物（遵照医嘱）。

下一步是什么？
通过手术可以修复您臀部骨折的部分，使骨块正常排列。在大多数情况下，手术后您
就能够马上使用腿部安全行走。手术的类型会由您的外科医生来选择。选择的依据是
骨折的位置、骨骼的强度和骨块的排列方式。要求医护人员在下方圈出您要接受的手
术类型，并对其进行解释。

四处走动能够帮助愈合并减轻疼痛！定时服用止痛药。
如果您对止痛药有任何顾虑，请告知您的护士。

您的医护人员会经常使用与下图类似的测量方式询问您的疼痛情况。该测量方式有助于
他们了解您的疼痛情况。我们需要给您足够的止痛药，这样您才能感到舒适，以便行
走、坐下并使用洗手间
Faces Pain Scale—Revised (FPS-R)
Instructions:
“The faces show how much pain or discomfort someone is feeling. The face on the left
shows no pain. Each face shows more and more pain and the last face shows the
worst pain possible. Point to the face that shows how bad your pain is right NOW.”
Scoring: The score the chosen face as 0, 2, 4, 6, 8 or 10, counting left to right so 0=
“no pain” and 10= “worst pain possible”
without
express
0 Used with 1permission2from IASP;3 this figure4 may not 5be used or modified
6
7
8 written
9 consent.10

没有疼痛

髓内钉

空心螺钉

滑动髋螺钉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髋关节总体
置换术

轻度疼痛

中度疼痛

严重疼痛

非常严重的疼痛

难以忍受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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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前

相关医生或护士
会与您讨论您的
健康和顾虑

在物理治疗师/
家庭医生的指
导下开始床上
练习

手术当天在床
边坐立、站立
或行走

（如果需要）在帮
助下练习爬楼梯
增加行动独立性

食用含有高蛋白质和
营养丰富的食物

常刷牙
您会接受各种
测试，如验血
和 X 光检查

服用止
痛药

洗手
提醒工作人员
及家人
每小时深呼吸
并咳嗽 10 次

不要使用
便盆
起床去上
厕所
手术后开始用助步器行走

您会在他人
的帮助下改
变姿势

每天增加行走的距离
会在您的手
臂上进行静
脉注射

获取和设置
家用设备

手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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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到
6周

准备回家
回家后马上到医生处复查
询问怎样改善您的骨骼和肌
肉健康

我们的目标是使您能够尽快回家。医护团队会与您和您的家人一起帮助您为回家做准备。
回家后的前 10 天，您需要安排人在家帮助您。您需要有人帮助您做饭、洗澡、走动、清
洗、购物和支付账单。向医护人员询问有关您所在的地区提供的公费和私费服务。如果没
有人能够帮助您，请告知医护人员。
您的职业治疗师和物理治疗师会给您一份可在家使用的设备列表，有了这些设备，您的家
庭环境会变得更安全，也更易于居住。回家前，您需要安排人去取列表上的设备，并将其
在您的家中设置好。请在下一页查看您可能需要的家用设备。

遵循您的物理治
疗师为您制定的
练习计划

回家
安排专人在您出院那天的早上 10 点前来医院接您。

在您感觉舒适时
恢复性生活

安全地进出汽车（请观看视频： www.vimeo.com/channels/freshstart）
1. 将车停在靠近路边的地方，以便能够
从水平面上登入车内

6

2. 背对着车辆站立，确保您的膝盖后方
能够感觉到座椅

周到
1年

六周后，询问您的医生关于
您想开始做的新活动的信息

走，走，
走，并增
加行走的
距离

1. 确保乘客座椅尽量靠后，并处于半躺
的状态

恢复是一个过程——
请对自己有耐心

2.	
将一只手放到汽车座椅的上部，然后
将另一只手放在仪表盘上。
切勿使用车门做支撑。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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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以下设备可使您的日常活动变得更安全、更容易。向物理治疗师或职业治疗师要一份
您需要使用的设备的列表、哪里提供这些设备以及它们的使用方法。

 抓杆
 升高的马桶座圈

 够取器/袜子辅助器

1. 将做过手术的那条腿滑到您身前
2. 慢慢地坐在汽车座椅上
3. 坐下后，将您的双腿抬入车内
4. 如果您自己无法完成，请要求他人帮助您将做过手术的那条腿抬入车内

在家里
髋部骨折后的家庭护理：以下是能够帮助您在家中恢复的几项建议
• 寻求支持：请人帮助您完成日常事务，如做饭或开车去看医生
• 多活动：限制您坐着的时间：每天要多走一走。在显眼的地方（例如，冰箱、浴室里的
镜子）贴上提醒您做居家练习的提醒信息，以便帮助您经常活动。
• 正确地看待恢复过程：请记住，恢复是需要时间的，要对自己有耐心。您不妨用一本日
志记录您的进展，提醒您取得的进步，例如记录您行走的距离或时间。您可以向您的医
护团队咨询其他能够提高活动水平的方法

其他设备
 洗浴转移板凳
 抓杆

 两轮助步器
 床垫高块（用于垫高您的床）
 床护栏
 手杖
 拐杖
 鞋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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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进行安全设置

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以及处理方法

髋部骨折后，很容易因为害怕再次摔倒而不敢活动。但是，您需要不断活动，这样您
才能恢复平衡和力量。

如果出现胸部疼痛、呼吸急促或者髋部突然剧烈疼痛并且移动腿部有
困难，请拨打 9-1-1 或到急诊室进行治疗。

使用此关系图提高居家环境的安全性

在楼梯两边
都安装牢固
的扶手。

保持家中光线良好，
包括使用夜灯。
使用带有扶
手的结实的
高椅子。

血块

神志昏迷（精神错乱）

我怎样才能预防出现血块？
多活动，多锻炼。您可能需要口服或注
射抗凝血药物。如果有需要，您的护士
会教您怎样使用这些药物。

如何防止精神错乱？
每天都有充足的睡眠。佩带您的眼镜或
助听器。限制酒精摄入量。读书并与他
人交往。

出现血块时有哪些症状？
 发红、有压痛或小腿/腿部下方疼痛
 小腿/腿部下方肿胀或有光泽

出现神志昏迷时有哪些症状？
 精神错乱
 无法思考问题
 感到异常困倦或激动

如果我认为我有血块该怎么办？
抬高您的腿。立即联系您的家庭医生或
外科医生，或者拨打 8-1-1
（见第 25 页）。

感染
如何防止感染？
勤洗手。
在手术缝针脱落和伤口愈合前，要保持
手术部位干燥。每天喝大量的液体。经
常排尿。健康饮食。深呼吸，常咳嗽。
戒烟。
手术部位出现感染的征兆是什么？
 发红、肿胀或疼痛
 化脓
 发烧

用垫高块将床
垫高到适合您
身高的高度。

移除所有杂物，包
括电线、不牢固的
地毯和报纸等。

如果我认为我精神错乱了该怎么办？
联系您的家庭医生，或致电 8-1-1。

膀胱感染的征兆是什么？
 小便频繁
 小便异味
 小便时有烧灼感
胸部感染的征兆是什么？
 咳嗽并伴有浓痰
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手术部位感染，请联系您的外科医
生。如果其他部位感染，请联系您的家
庭医生，或致电 8-1-1。

便秘
如何防止便秘？
喝大量的液体。吃富含纤维的食物，
包括米糠、西梅、全麦、水果和蔬菜。
多活动。
出现便秘时有哪些症状？
 三天内无大便
 排便吃力
 大便干硬、稀少
 胃部疼痛或不适
 恶心、呕吐或食欲下降
我应该怎么办？
向您的药剂师或家庭医生询问有关通便
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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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对疼痛进行控制

有关营养的建议

在家中会出现哪些情况？

良好的营养是恢复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手术后的几周内，髋部出现一定程度的酸痛或不适时正常的。您需要能够在家走动和休息。
如果疼痛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您会恢复得更快。
在您回家之前：索要一份止痛药物清单，并了解何时服用以及需要关注的副作用。
在医院时，您会定期收到止痛药。回家后，您需要继续服用。
在家里，请继续每 4 到 6 小时服用两粒 325 毫克的对乙酰氨基酚。
请在起床、午饭、晚饭和睡前分别服用两粒药片。
切勿在一天内服用超过 8 粒的药片（过量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可能会有副作用）。

乙酰氨基酚：不会使人上瘾
几天后，您在感到舒服一些后可减少服药次数，并只在需要的时候服用。例如：
• 从每日 4 次减少至每日 3 次
• 然后，如果疼痛没有加剧，再减少至每日 2 次，以此类推

营养不良是髋部骨折前后需要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当身体无法获得足够的热量和养分
时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它会引起虚弱和感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死亡。食欲不
振或某些疾病会使人们的饮食质量变差，进而造成营养不良。富含热量、蛋白质和各
类营养的均衡饮食对于治愈疾病和重获力量非常重要。如果您胃口不好，请主要摄取
富含蛋白质和热量的软体食物，如酸奶、牛奶、鸡蛋、鱼、绞肉、扁豆汤、蛋白质刨
冰等。
如果您在饮食方面有疑虑，请致电 8-1-1 联系营养师。
回家后体重下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每周称一次体重，如果您的体重减少了超过 4 磅
（2 公斤），或者您的衣服变得宽松，请去看医生。

抑郁
如果您发现自己没有动力，或者感觉自己不像自己，或者您持续两周以上有悲伤感，
请联系您的医生。您可能患有抑郁症。对于一些人来说，髋部骨折会改变他们的生活
方式。人们愈合和恢复的时间长短不一，有时候需要至少一年才能完全恢复。加快愈
合速度最快的方法就是锻炼、散步和社交。为自己设定目标，并记录自己的进步。

• 或者每次服用 1 片，而不是 2 片
• 如果在减药后，您感觉不舒服，加服被减掉的剂量，然后在一到两天后再次尝试减药
如果需要比对乙酰氨基酚效果更强的止痛药，您可以使用更强效的止痛药。但是，使用前请首
先咨询您的医生或药剂师，确保您不会超量使用对乙酰氨基酚。您可以使用与以上相同的方法
逐步减少更强效药物的用量。

膀胱控制
按时上厕所可能会是一个问题。请遵循以下重要提示：
• 不等到尿意很强而且必须马上要小便时再上厕所。相反，要每
2-3 小时上一次厕所

有什么副作用？

• 通过练习来加强控制尿流的肌肉。坐在舒适的地方，通过好像要阻止尿流一样的动
作挤压这些肌肉。每小时做 3 次

止痛药最常见的副作用是：便秘、感觉昏昏欲睡，或神志不清（精神错乱）

• 您可能需要穿尿垫来吸收尿液。尿垫要在双腿间紧贴皮肤才能起作用

有关便秘、精神错乱或神志不清的信息，请参阅第 13 页。如果出现嗜睡的症状，请去看医
生，以便检查您服用的药物是否合适。

其他控制疼痛的建议
• 不要过度活动。如果您感到疲倦或不适，请休息
• 如果锻炼时感到疼痛，服用止痛药 30 分钟后再活动
• 尽量不去想身体的不适。听听音乐、拜访朋友或读读书
• 保持乐观！过段时间您就会感到更舒服了
如果使用这些技巧后仍然不能减轻疼痛，或者如果您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现疼痛，请去看医生。

• 您也可以在床边放一个马桶或小便池
• 请确保您的大便顺畅，这会对您膀胱的正常运作有帮助
• 喝不含咖啡因的饮料（例如，水）、增加饮食中摄入的纤维和散步都能帮助提高您
的膀胱和大便功能
向您的医生或社区健康部门询问有关控尿咨询师的信息。
请参阅资源页（第 25 页）了解更多信息。
相关资源：膀胱及肠道控制（网站：www.cnca.ca 和 www.ccf.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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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身体——一切都算数！

睡觉
充足的睡眠有助于痊愈。刚回到家时可能难以入睡。
以下是一些提示帮助：
• 每天在同一时间起床。限制午睡的次数
• 限制咖啡因摄入量，午饭后不使用任何咖啡因。在睡前 3 小时内不吃大餐
• 保持您的卧室通风、安静和黑暗
• 在睡前做安静的活动
• 不推荐使用安眠药。安眠药可能会使您跌倒
如果睡眠问题持续存在，请联系您的医生。

活动
防止在以后跌倒和受伤
百分之九十的髋部骨折都是因跌倒造成的。您可能会害怕再次跌倒，但是为了防止在未
来再次跌倒，您需要以安全的方式活动，以便重获平衡和力量。以下是一些提示帮助：

锻炼身体是成功恢复的关键！
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您应该加入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所有活动都同等重要，看看您是否能在
每天的锻炼活动中加入以下四种活动！
1. 您的日常活动可为您带来意想不到的 锻炼机会，例如早晨起床刷牙时，可以用一条腿站立
（在可行的情况下）。在做活动前，请 首先咨询医护人员，确保这些活动适合您！
2. 步行： 手术后六周内，您不能驾车，所以这是 养成步行习惯的良好时机，即便您能够驾车
以后，也要尽量步行而不是开车。
3. 职业和休闲活动：如果条件允许，继续做您喜欢做的活动 ，例如园艺、游泳和跳舞都是很
好的例子 。与您的医护人员讨论能够成功完成活动的方法。
4. 为您制定的活动：您需要努力完成 您的物理治疗师为您制定的居家力量和平衡锻炼，但是
也不要止步于此，在您能够很容易完成这些锻炼任务后，请 您的物理治疗师为您制定更具
挑战性的锻炼活动！
如果您能遵循这些指导要求，并时常与您的物理治疗师沟通，您便能够增加您的日常活动量。

进行为您定制的力量和平衡练习（见第 18 页）。
• 如果您感到头晕、虚弱或昏昏欲睡，请联系您的医生
• 保持您的助走设备触手可及

何时/如何恢复锻炼活动

• 考虑在床边放一个马桶或尿盆

您要逐渐恢复日常活动。请遵循以下指南：

• 佩带您的眼镜或助听器。如果您使用的是双光眼镜或渐进镜片，要格外小心

• 在前 6 个星期内，按照物理治疗师的要求休息、散步和锻炼身体。

• 在行走前，缓慢地站起来，以便找到平衡。上厕所或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这一点
尤其重要。

• 6 周后，向您的医生咨询可以开始哪些新的活动

• 男性应该坐下排尿
• 不倚靠在家具上移动
• 避免匆忙行动：
1. 保持身旁有电话
2. 经常去上厕所
• 回家后的一周内与您的医生共同检查您的药物
• 服用维生素 D 片帮助您的肌肉变得更强壮
• 穿结实且防滑的鞋子
• 如果医生推荐，请穿戴髋部保护用具

• 当您感到合适时，可恢复性生活。如果您有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护团队
• 逐步增加步行和游泳的距离，也可以骑自行车，但只能使用最小的阻力
• 在得到医生的许可前，请不要做任何涉及不断停止和开始扭动或者有冲击应力的活动。
这包括网球、身体接触运动、跑步、跳跃、舞蹈和滑雪
手术后的 6 周内不允许驾车，因为您的肌肉在此期间仍在恢复。请询问您的医生何时能够安
全地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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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

斜着滑动腿部 
1. 躺下并伸直双腿

早期锻炼
按照物理治疗师（或其他健康专业人士）的演示做力量和平衡练习。如果您需要遵循髋
部预防措施，您的医护团队会告诉您。

2. 将您的腹部向上提起并向里收
缩，就好像您要把它塞在肋骨
下一样

正如您需要照顾好您的骨骼一样，您也需要注意练习肌肉和平衡。这些练习有助于提高
您髋关节的运动能力和肌肉强度。每天都要练习。缓慢并有节制地做这些练习。如果您
在做某项活动时有困难，请停止此项活动，然后咨询您的治疗师或医生。

3. 将一条腿向侧边滑出，同时保
持另一条腿呈直线。确保您的
膝盖、脚和脚趾都直接指向天
花板
4. 双腿重复做 ___ 次

加强腿部力量 
1. 躺下并收紧大腿上部的肌肉
2. 将卷起的毛巾放在膝盖下

弯曲髋关节和膝关节 

3. 将您的脚从床上提起，以便伸直膝盖

1. 躺下

4. 保持 ____ 秒钟

2. 将您的腹部向上提起并向里收缩，就好像您要把它塞在肋骨下一样

5. 双腿重复做 ___ 次

3. 滑动脚跟，使之尽量靠近臀部，以便弯曲膝盖
4. 重复____ 次
注释：咨询您的治疗师，看看是否允许您的髋关节弯曲到大于九十度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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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接 

缓慢轻触脚趾练习 
1. 躺下，双臂放在体侧

注释：也可以采用坐姿完成

2. 弯曲膝盖，将双脚牢牢地放
在表面上

1. 面对厨房水槽站立。用两只手抓牢

3. 收紧腹部和臀部的肌肉并向
上抬起臀部

3. 慢慢地在另一只脚上重复

4. 保持此姿势 ____ 秒钟

居家锻炼：最好的良药
改编自 V. Scott 医生的《预防跌倒的初级保健》：《居家活动项目》

您应该只在感觉安全和舒适的情况下做这些练习。继续做您在医院学的床上练习。慢
慢开始。尝试在上午、下午和晚上的不同时间进行练习，而不是一次性做完。开始时
一次先做一到两项活动。如果您在做某项活动时有困难，请停止此项活动，然后咨询
您的治疗师或医生。

2. 保持脚跟在地板上并抬起脚趾。保持住。放松
4. 每只脚交替重复 3 至 5 次
5. 逐渐增加时间，直到您能保持 2 分钟

踮脚练习 
注释：也可以采用坐姿完成。
1. 面对厨房水槽站立。用两只手抓牢
2. 双脚踮起脚尖
3. 缓慢放下
4. 如果条件允许，重复 3 到 5 次
5. 每隔几天增加一次，直到您能做 15 次为止。

请注意：在做这些练习之前，请务必先咨询物理治疗师或医生，因为有些练习可能不
适合您（他们会“检查”您要做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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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蹲练习 
注释：只做小幅度的深蹲。不要弯曲过度
1. 面向水槽站立，双脚与肩同宽。用两只手抓牢
2. 双膝微屈。保持您的脚跟接触地面
3. 记住，不要过度弯曲——做小深蹲即可
4. 如果条件允许，请保持几秒钟。伸直。重复 3-5 次
5. 每隔几天或几周增加一次，直到您可以做 15 次为止

交替向前伸腿练习 
1. 面对水槽的站立。用两只手抓牢
2. 保持您的脚趾向前，不要伸向侧位，将腿向外伸
3. 保持几秒钟，然后慢慢放下腿
4. 另一条腿重复该动作。继续交替双腿练习，
每条腿重复 3-5 次
5. 每隔几天或几周增加一次，直到每条腿可以
做 15 次为止

原地行走练习 
注释：也可以采用坐姿完成
1. 面对厨房水槽站立。用两只手抓牢
2. 慢慢地在原地行走 10 秒钟
3. 逐渐增加到 2 分钟
进展：开始时，在您的家中不停顿地走 3 至
4 分钟。使用您通常用于辅助步行的移动辅
助器。每隔三天到四天，逐渐增加一分钟步
行的时间。

交替向后伸腿练习 
1. 面对水槽的站立。用两只手抓牢
2. 将一条腿抬向身后，同时保持膝关节伸直
3. 恢复到起始位置。另一条腿重复该动作
4. 继续交替双腿练习，每条腿重复 3-5 次
5. 每隔几天或几周增加一次，直到每条腿可以做
15 次为止

弯曲膝盖练习 
1. 面朝椅背站立，手握椅子保持平衡
2. 缓慢地弯曲膝盖到可舒适接受的程度
3. 保持此姿势 ____ 秒钟
4. 重复____ 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您会变得更强壮，请逐渐减少用手支撑的力量。请尝试用一
只手再加上另一只手的几个手指支撑，然后再用两只手的手指支撑，接着用一
只手的几根手指支撑。最后尝试只将双手悬空放在水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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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蹲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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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持此姿势 ____ 秒钟
4. 重复____ 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您会变得更强壮，请逐渐减少用手支撑的力量。请尝试用一
只手再加上另一只手的几个手指支撑，然后再用两只手的手指支撑，接着用一
只手的几根手指支撑。最后尝试只将双手悬空放在水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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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加强练习 
1. 舒适地坐在一把椅子上
2. 慢慢地伸展一条腿，直到膝盖完全伸直
3. 弯曲您的脚，将脚趾朝向您的头部
4. 保持此姿势 ____ 秒钟

资源
家庭及社区支持
根据您的需要，由政府资助或由您自己支付的支持服务可以为您提供家庭护理服务。
如果您需要护理服务、饭食、或居家练习项目，您的医护团队会帮助您找到合适的支
付服务。
如果您在家恢复有困难，请联系：

5. 慢慢地将腿放下
6. 双腿重复做 ___ 次

HEALTH INFORMATION（健康信息）
Health Link BC （健康链接 BC ）
请拨打 8-1-1 或访问网站 healthlinkbc.ca。HealtHealth Link BC 是 24 小时开放的免费服务，
您可以拨打 8-1-1 联系护士、营养师和药剂师等。他们可为您在健康、饮食、锻炼、
戒烟或者有关使用酒精的顾虑等方面提供建议。他们的网站上也有丰富的信息，
请访问 healthlinkbc.ca。

坐立到站立练习 
1. 坐在有扶手的结实椅子上。如果需要，将助步
器放在您的前方，并锁定刹车
2. 如有需要，将臀部向椅子的前方移动一些
3. 双脚紧贴椅子。如果需要，把双手放在椅子的
扶手上
4. 身体向前倾，然后站起来
5. 站立几秒钟，如果需要支撑，抓住助步器
6. 双手伸到背后，然后按住椅子的扶手
7. 身体向前倾，然后慢慢地向下坐
8. 站起并坐下 3-5 次
9. 每隔几天或几周增加一次，直到您可以一次做
15 次为止
进展：逐步尝试双手的支撑力量，直到您可以不用双臂支撑便能站起和坐下。

楼梯：用没有做手术的那一条腿上楼，用做手术的那条腿下楼。

Seniors Health Care Support Line（老年人保健支持线）
如果您需要健康护理服务，或者您对您正在接受的护理服务有疑问，
请拨打 1-877-952-3181。
Canadian Orthopedic Foundation（加拿大骨科基金）
网站：www.whenithurtstomove.org
Osteoporosis Canada（加拿大骨质疏松协会）
网站：www.osteoporosis.ca
COMMUNITY EXERCISE（社区锻炼项目）
有许多专为行动受限人群设置的锻炼课程，其设置目的是为了增加运动范围和肌肉力
量。在您的社区内，一些平衡和力量练习项目包括“Steady Feet（平稳的脚步）”、
“Get Up and Go（站起来向前走）”、太极或 Osteofit。
有关寻找物理治疗师的一般信息可以在物理治疗师协会的网站 (www.bcphysio.org) 上
的“寻找物理治疗师”内找到。
其他服务
个人医疗警报系统
您可以佩带个人警报装置，这样如果您跌倒或有任何医疗紧急情况，只需要按下按钮联
系医疗急救员便可。有关可用选择，请咨询医护人员。
医疗设备贷款项目
加拿大红十字会对行动辅助器提供贷款支持，如助步器、洗澡椅、抽水马桶、手杖等。
老人虐待举报和信息热线
拨打 604-437-1940 或免费电话 1-866-437-1940 举报或询问有关虐待老年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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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以下邮箱获取 FReSH Start 手册复印本：
freshstart@hiphealth.ca。
可通过 www.vimeo.com/channels/freshstart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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