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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通讯员 王丽君

随着社会老龄化步伐的加快， 养老成
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社会话题———在哪
养老？如何养老？

在长沙市岳麓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有9.2万， 约占全区人口的14%。4月中旬，
记者走访该区发现， 不少老年人的养老需
求发生变化： 从过去单一的物质需求，即
“老有所养”， 转变为现在更丰富的精神层
面需求，即“老有所乐”。

现状：老年人文化需求突出
家住岳麓区含泰社区的阳传畅老人

今年75岁，每天早上，她的丈夫都会送她
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参加老年大学
舞蹈班。

“现在，一节课也不想落下。”阳传畅
说，含泰社区原来是农村地区，改为社区
后，不仅交通出行比不上城市便利，群众
的文化娱乐生活也非常单一，尤其是社区
老人常常无处可去、无事可干。

从2017年起，含泰社区引进专业养老
服务组织———长沙市心悦养老服务中心，
建立健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然而，中心
投入运营之初，人气并不旺盛，每天来活
动的老人寥寥无几。

“一定要找准需求，对症下药！”

含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专职负责
人戴建红暗下决心，于是，她和另外2名工作
人员走街串户，广泛征集老年人的意见。

“我们发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老年人迫切需要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戴建红介绍， 结合岳麓区民政局提出的

“文化养老”概念，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以开办老年大学舞蹈班为切入点，先后成
立老年旗袍队、手工兴趣组、老年书法协
会及心悦老年艺术团，迅速聚集人气。

不止含泰社区， 岳麓区内高校众多，
老年人对文化的需求普遍较为迫切。近年
来，岳麓区民政局以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为主体， 在老年人中广泛开展调查，
以了解辖区内老人对文化养老的需求。

服务：量身定制个性化课程
走进岳麓区岳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图书馆、多功能活动室、绿色网吧等功能
室一应俱全， 老年人在这里活动有场地、学
习有资料、娱乐有工具、健身有器材。

去年以来，岳龙社区与湖南发展集团养
老产业有限公司共建共享，以社区集中服务
和居家上门服务等形式， 开展生活照料、文
化娱乐、健康养生、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让
老人在家门口拥有一站式养老体验。

“大家一起下棋、看书、上课，有说有
笑，心情好极了。”声乐、国画、舞蹈、书法、

国学……一周7天， 丰富的老年课程已全
面融入岳龙社区老人生活。

当前，在岳麓区各养老点，以快乐阅读、
书画摄影、音乐舞蹈、养老保健、生活技能等
为内容，为老年人开设的课程多达60多门，
并且在时间和内容上实现规范化。

同时，根据老年人的现实需要，岳麓区
创新开设了老年价值观培养、如何适应退休
生活等个性化课程。 自从在社区上课后，年
近六旬的黄湘娥成为润泽园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的常客，她意识到：“不应整天围着儿孙
转，老年人也该拥有自己的生活。”

岳麓区民政局局长龚毅夫介绍，岳麓
区正着力完善区级与各养老机构智慧养
老综合信息平台， 通过线上线下结合，老
年人既可去实体教室上课，也可选择在线
课堂随时随地学习。

趋势：医养结合特色养老
对一些身患疾病的老年人来说，找一

个既能看病又能养老的地方再好不过。
2017年，钟玉祥老人在岳麓区就找到了这
样一个理想场所。

钟玉祥曾因中风导致全身瘫痪，几
年前，在家人的护送下，来到望月湖街道
九悦善孝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进行短
期托养入住。不久，经过中心无微不至的
专业护理， 他在有人搀扶的情况下可下

床行走，并进行简单对话。
九悦善孝堂设有日间照料床位10张，

短期托养床位6张，目前，主要通过采用“医
养融合”模式，为望月湖社区老人提供日间
照料与全托服务。

“生病了有床位，身体好了玩一玩再回
家。”在岳麓区，像九悦善孝堂这样提供融合
养老服务的不止一处。夕乐苑、心悦、睦邻、
康阳、康养天伦、和美嘉……这些机构在岳
麓区均有4个以上服务点，且各具特色。

去年，岳麓区投入养老服务资金792.6
万元，大力完善居家养老服务配套、机构养
老配套。目前，全区共有城市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48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3
个，民办养老机构14家，其中，7家民办养
老机构建有医院，可辐射周边老人。

“养老是个社会问题，不能仅凭政府一
方之力。” 岳麓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区3A-4A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00%交与
社会力量运营，今年，将大力鼓励社会力量
兴办护理型、 医养结合型和多功能复合型
养老机构。

老年人如何活出“年轻态”
———长沙市岳麓区探索“文化养老”特色之路

长沙慈善会今年
实施21个重点项目
将发放救助资金5520万元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金慧 何晓雅）今天，长沙慈

善会召开三届七次会长办公会，宣布2019年长沙慈善
会将发放救助资金5520万元，继续实施18个原有品牌
慈善项目，并新开发3个项目，包括2018年“99公益日”
筹款项目、长沙市首届大型“公益慈善嘉年华”活动、
长沙市敬老院特困供养老人“暖心工程”计划。

据悉， 今年长沙慈善会将突出阵地建设， 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新体系，加大培育力度，指导50个有
条件的乡镇（街道）建立慈善分会，100个村（社区）成
立慈善工作服务站，构建覆盖城乡的市、县、乡、村四
级慈善组织网络，让慈善触手可及、更接地气。同时，
探索开展慈善信托，撬动社会资本，并试点创建社区
基金，大力发展冠名基金，创新开展长沙市首届大型

“公益慈善嘉年华”活动，通过公益徒步、公益骑行、
公益酷跑、公益集市等形式，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地标性公益品牌。

2018年，长沙慈善会在谋求发展上开拓创新，全
年共实施20个重点慈善项目， 筹集善款超过1亿元，
发放救助资金8891万元，惠及困难群众近5万人次。

“精准匹配”求职者
“扫码识别”找工作
岳阳2019年

民营企业招聘周启幕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蒋

辰 何可）今天一早，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综合保税区
保税大厦人头攒动， 岳阳市2019年民营企业招聘周
首场招聘活动启幕。周边村民坐着免费的“求职直通
车”聚集于此，通过现场洽谈和“扫码识别”找工作。
据了解，当天共有近2000人进场求职，现场达成求职
意向118人，其中包括12名贫困劳动力。

此次招聘活动设置了主会场和3个分会场，共组
织了116家市内外民营企业参与招聘， 提供岗位
1600余个，涵盖企业管理、机械制造、家政服务、物流
等多个领域。 招聘现场最引人注目的是开通“云就
业”智能平台，“扫码识别”就能找工作。主办方在多
个入口设立“云就业”通道，2000余家企业在线发布
岗位信息，求职者通过身份证扫“码”，现场“读秒”完
成信息录入，直接通过手机注册登录投递电子简历，
结合“线下”洽谈互动，实现精准就业援助。

岳阳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李鹏杰介绍：“做好
公共就业服务，我们正努力实现4个‘精准’，即让就
业政策精准落地、求职人员信息精准识别、企业信息
精准匹配、就业人员精准服务。通过对企业和求职人
员精准匹配，实现企业能招到人、就业困难人员能在
家门口就业等多赢局面。”

此次招聘周活动期间，岳阳所有县（市、区）都将
举办1场以上专场招聘会。人社部门将对贫困劳动力
提供3次岗位推荐、1次职业指导、1次就业培训的

“311”就业服务。

常德市整治
医疗领域十大问题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王

新)“感谢护师张媛和护士杨梅的无缝对接， 让老人
免去了奔波劳累。”今天，市民莫洪说起常德市第一
人民医院两名医护人员， 为其80多岁的老父亲探访
病人提供帮助时，为他们的医风医德竖起大拇指。

这是常德市加强医德医风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
该市卫生健康系统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 采取零容忍
的态度， 开展医德医风建设年暨纠正医疗卫生行业不
正之风专项整治行动， 着力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
督，切实构建起惩防并举的反腐倡廉新机制。

此次行动着力整顿药品回扣、骗取基金、违规合
作、违规收费、有偿转诊、过度医疗、推销物品、收入
挂钩、失职失责、态度生硬等十大问题，开展服务宗
旨、职业操守、伦理道德、廉洁纪律、行为规范、医院
文化等六项教育，全面整治全系统人事、财务、基建、
设备、药剂和采购等重点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
并完善医疗机构管人、管事、管权机制和医务人员医
德医风考评机制，塑造全社会认可的行业口碑。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肖彬
华） 记者今天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监委了解到，
自3月中旬召开全州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后， 州纪委监
委高标准、严要求推动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截至目前，
涉及州纪委监委5个方面12个问题及27个具体问题整改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 省委第五巡视组交办件245件， 已办结
225件，办结率92%。

整改工作开展以来，州纪委监委精准对标对表，主动认
领涉及监督责任任务的5个方面12个问题27个具体问题整改
任务，结合实际，细化为43项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逐

项明确责任领导、牵头部室、责任单位、时间节点，实施挂图作
战、对账销号，做到不漏问题、不漏项。对有条件立即整改的，
立行立改，务求成效；对情况较复杂的，明确时限，确保有序推
进整改。同时，将省委第五巡视组巡察工作、意识形态专项检
查反馈意见整改的相关问题和巡视交办信访件和问题线索
一并纳入巡视整改范畴，一体推进、一体整改。

下一步，州纪委监委将持续压实责任，持续加大整改
力度，坚决按时完成整改任务，切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
文章”。同时，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建章立制、常抓不懈，推
动全州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文丽贵 文兰)记者今天从2019年

“衡山论茶”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衡山论
茶”系列活动将于5月4日至6日在衡阳市
南岳区举办。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
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茶产业联盟、
中国茶叶学会、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
会、中国茶业商学院、南岳区委区政府联
合主办。活动主题为“茶让生活更美好”，
共有2019年“衡山论茶”开幕式暨高峰论
坛、“寿岳茶歌”晚会、南岳祭茶大典、石刻
揭碑仪式4项活动。

活动期间，中国茶业界专家、知名企
业家将围绕“茶与健康”“2018年度茶产
业报告”“论衡阳茶”“南岳茶旅融合与品
牌营销”等内容，进行交流与沟通。依托南
岳丰富的旅游资源，“衡山论茶”将打造全
球茶人品茶论茶的新平台，每年定期举办
论坛，并由国家级的茶产业权威机构发布
《中国茶业发展报告》。

据了解，2018年，衡阳市新(改)建茶
园2.8万亩， 现有茶叶种植面积达12万余
亩。南岳区、衡山县茶叶产业被列为省“一
县一特” 主导特色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南
岳区、常宁市荣获“2018年湖南茶叶千亿
产业十强县(市、区)”称号。

“衡山论茶”活动
将在南岳举行
将打造全球茶人品茶

论茶新平台

湘西州纪委监委已办结省委巡视组交办件225件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4 月 23 日

第 2019106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91 1040 302640

组选三 379 346 131134
组选六 0 173 0

0 0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4月23日 第2019046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2743639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7
二等奖 13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847483
1 13643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121
81820

1392213
12488152

223
3415
54575
490824

3000
200
10
5

0612 22 25 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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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舰艇水上震撼“出击”
4月23日上午，湘潭市木鱼湖公园，几艘仿真舰艇在水上进行“实弹”演练。当天，省体育模型和摩托艇运动管理中心举行航海模型

展演活动，展演分表演项目和竞赛项目，“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两栖船坞登陆舰”等多艘仿真舰艇在水上震撼“出击”，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献礼。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