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餐、助医
助洁、助行 打通服务老年朋友“最后一米”

7月 24日 14时 22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约 495秒后，问天实验舱

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图为发射现场。 新华社发

综合新华社 7月 24日电 7 月 24 日 14 时

22 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 B 遥三运

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

射，约 495 秒后，问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记 者 从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办 公 室 了 解

到，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

第 24 次飞行任务，发射的问天实验舱是中国

空间站第二个舱段，也是首个科学实验舱。

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和资源舱

组成，起飞重量约 23 吨，主要用于支持航天员

驻留、出舱活动和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同时可

作为天和核心舱的备份，对空间站进行管理。

后续，问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序与核

心舱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神舟十四号航天

员乘组将进入问天实验舱开展工作。

对在轨航天员来说，两舱对接形成组合

体，意味着我们的太空家园从“一居室”升级

到更宽敞的“两居室”。

问天实验舱的工作舱内设有 3 个睡眠区

和 1 个卫生区。完成对接后，空间站后续可以

支撑神舟十四号、十五号两个乘组 6 名航天员

实现“太空会师”和在轨轮换，在太空面对面

交接工作。

此前，航天员在天和核心舱只能通过节

点舱实现出舱。节点舱作为空间站的交通枢

纽，空间较小，航天员每次出舱前还需要关闭

各个对接通道的舱门，进行大量准备工作。

此次问天实验舱则配置了一个出舱人员

专用的气闸舱。一方面，气闸舱的空间和出舱

舱门的尺寸都比节点舱更大，航天员进出更

舒展从容，也更易携带大体积的设备出舱工

作。另一方面，从气闸舱出舱时，只需关闭一

道舱门，操作更便捷。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问天”踏上问天之路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勇

【百姓点题】

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桥头社区湘电

线材小区，70 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较多，小区

没有菜市场，楼栋未安装电梯，老人买菜做饭

等日常生活耗时费力、极不方便。“社区能不能

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解决我们一日三餐之需

呢？”这里的老人们向社区出了这样一道题。

【创新实践】

7 月 20 日中午，记者来到湘电线材小区采

访，眼前看到的是一幅温暖的画面：洁净明亮

的“银发族”餐厅里，清蒸鱼块、红烧茄子、花菜

炒肉、丝瓜汤等菜品一字排开，香气扑鼻；50 多

位老人或排队取餐、或围坐桌边就餐，有说有

笑、气氛温馨。

老年朋友钟情于家门口养老，这就需要有

比较完备的助餐、助医、助洁、助行等方面的社

区居家生活协助体系，而且诸要素能够

充分合理流动，高效匹配老人需求。长

沙市调动全社会力量，下好基层治理先

手棋，营造家门口养老“幸福窝”。

原属老国企宿舍区的湘电线材小区，有

840 多户、2600 多居民。10 多年前，这里的老人

就呼吁开办老年餐厅，却一直没搞起来，指望

政府包办，包不起；完全走市场化路子，老年人

吃不起。

去年下半年，桥头社区引入社会组织长沙

市银发族为老公益服务中心，开展居家社区为

老服务，政府做好政策引导、监督管理，银发族

为老中心专业人做专业事，广泛链接社会资源

共建共治，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疫情防控常态化促使一些餐饮企业开始

调整赛道，银发族为老中心联手长沙一家老牌

餐饮企业做老人餐。这家企业每天提供早中晚

三餐，因不少老年人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基

础疾病，对饮食有不少禁忌，在菜品上提供多

种选择，让老人们感到“总有几款适合我”。接

下来，通过开发家庭宴、生日宴等社会餐等方

式，餐厅从基本维持经营到慢慢创造微利，最

终实现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现在，日均就餐人

数稳定在 100 人左右。

“这里的菜味道蛮好，开业后我们基本上

每天都过来吃。”记者随机采访了正在就餐的

王绥江、刘光华夫妻俩，老人告诉记者，以前在

家做饭，既累又麻烦，现在上午在服务中心休

闲，中午在餐厅吃完饭后直接回去休息，生活

轻松了不少。

解决老年朋友助餐“痛点”，长沙各社区还

探索了优老餐厅 PPP 模式、“暖心厨房”政府资

助模式、社区居家老年食堂模式等。这些餐厅

的菜价普遍低于市场价，并对 60 岁以上老人分

不同年龄段给予优惠，让老人享受到国家养老

政策优待。

吃得好还要行得便。长沙桥头社区等地

针对辖区部分老人到社区办事路途远、往返

费时等问题，及时将社会工作服务站“开”进

小区，开展“一门式”服务，把高龄老人津贴、

退休人员认证、残疾人救助等政务服务职能

进一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打通了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米”。

在助医、助洁方面，长沙一些社区将体养、

康养相结合，专业人员定点指导老人开展健康

体质检测、微循环促进、心肺有氧训练等，防慢

病、护健康。一些社工机构还和相关医疗机构

开展支部共建，把专业医疗机构的医生、专家

请到社区，上门看病开药，培训社区志愿者，掌

握照顾不同类型老年病患者的技能。他们还链

接专业家政公司，为老人提供一个月两次的助

洁服务，让老人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合力为老，治理升级。如今，湘电线材小区

1300 平方米旧综合楼改造成为了为老服务中

心，小区老年人根据不同兴趣成立了书法协

会、手工协会、乒乓球协会等社区社会组织，设

立了老党员服务岗、老邻居服务岗等志愿服务

岗位，不但老年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还

推动社工、志愿者、网格员、商家等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社区治理，促进共建共治共享。

【专家观点】

李焱林（《中国社区治理》主编、湖南唯实

公共服务评估中心主任）：思路就是出路。长沙

湘电线材小区等地的养老实践说明，方法找对

了，家门口养老的“包袱”就能够变成社区高质

量发展的机会。社区改变思路解决辖区居家养

老问题，不仅促进了养老服务各要素的重组，

盘活了资源，还广泛发掘老年人中的能人、贤

人，贡献智慧、发挥余热，在提升自身生活质量

的同时带领更多老年群体共创美好生活，共建

幸福家园，创新了基层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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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4日讯(全媒体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陈生真 龙涛)7 月 23 日晚，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峡谷星空露营基

地，成了欢乐的海洋，2022 年吉首市首届啤

酒音乐节在这里拉开大幕。

晚上 7 时 30 分左右，在海拔 680 米左右

的矮寨峡谷星空露营基地，伴着热情的摇滚

乐畅饮啤酒，吸引数千游客共同嗨玩。啤酒、

音乐成当晚的主角。

《光辉岁月》《红日》《最美的太阳》等一首

首怀旧热情的歌曲，迅速点燃现场氛围。三五

成群的朋友聚在一起碰杯畅饮，现场临时搭

起的美食摊烤制出的烤肉串、小龙虾、卤肉、

水果拼盘等成了啤酒的最佳拍档。

矮寨峡谷星空露营基地是吉首市新打造

的一个文旅项目，整个营地占地 147 亩，集轻

奢民宿、高端房车、户外露营、团建拓展、亲子

休闲娱乐于一体。在这里不仅可以远眺矮寨

大桥、吃烧烤、住帐篷，还能体验滑翔伞、热气

球、真人 CS 系列等项目。

7 月 5 日至 6 日，湘西州首届旅游发展大

会在吉首市举行，开启湘西旅游的新篇章。矮

寨峡谷星空露营基地作为吉首旅游业态的新

地标，受到游客追捧，啤酒音乐节让景区热度

持续飙升。本次的啤酒音乐节从 7 月 23 日晚

持续至 29 日，7 天时间矮寨峡谷星空露营基

地将持续举办以摇滚、怀旧、网红、热歌等为

主题的狂嗨之夜，以此带火吉首景区夜经济。

啤酒音乐激情碰撞

吉首峡谷星空啤酒音乐节开启7天狂嗨夜

新湖南 新旅游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跃兵

碧蓝的永明河，在距江永县城 15 公里处，

将绿色掩映下的普美村环绕起来。江永县女

书生态博物馆就建在普美村，一座吊桥，风雨

无阻地迎接八方游客。

女书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仅在女性间传

承使用的性别文字。但女书生态博物馆为何

建在普美村？女书有哪些特点？

面对游客接二连三的提问，女书传人莞

尔一笑介绍，女书主要在江永县上江圩镇一

带妇女中传承。普美村一带，是著名女书自然

传人高银仙、胡慈珠、唐宝珍的故居地，是女

书流传的核心村落。博物馆通过实物、文字、

图片、音像等，展示女书的历史、发展、学术成

果与民俗风情等，是记录、储存女书文化的资

料中心。

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一件件历经岁月沧

桑的实物，向人们展示女书的过往。女书传人

介绍，女书是一种方言表音文字，比如“江、

章、张、姜、恭、宫、中”等字，在女书流传地的

方言中发同一个音，用同一个女书字符。由于

女书在女性间私密传授，以前，当地还有“人

死书焚”的习俗，传世的女书作品极为稀少。

现代音像展示，帮助游客直观地了解女

书的丰富内涵，其包括女字、女歌、女红及相

关民俗活动。

女书课堂、女书书法展厅，邀请游客学唱

女歌、书写女书作品。游人分批次走进女书课

堂，端坐桌前，跟着女书传人学认女书、学唱

女歌。“厅屋中间，厅屋中间哩哎，有条藤，是

有条藤……”歌声在空中回荡。

走进女书书法展厅，记者看到，游客在女

书传人的指导下，一笔一画学习女书书法。

流水清清 女歌声声
——江永县女书生态博物馆旅游见闻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奕楠

在自建房中，最常见的房屋结构形式是

砌体结构，该结构由砖块体和砂浆砌筑而成

的墙、柱作为建筑物主要受力构件。多层砌

体结构房屋中常见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如何

才能规避？7 月 24 日，记者采访了湖南省建

筑科学研究院结构工程师王宏明。

房屋“身材”要考量

居民在自建房过程中，首先便要考虑房

屋“身材”，过“高”过“瘦”都易留下安全隐患。

王宏明介绍，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房

屋总高度与总宽度的最大比值不宜超过

2.5。举例来说，当房屋的宽度只有 4 米时，

则其房屋建筑总高度不宜超过 10 米（相当

于 3 层楼高），才能确保房屋“身材”标准。

2021 年，住建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农

村自建房安全常识宣传的通知》中指出，

高宽比过大的房屋，稳定性较差，大震时

易产生倾覆破坏；如果基础埋深不能满足

相应要求，高宽比过大的房屋正常使用也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易 受 到 周 边 房 屋 基 础 开

挖、地基不均匀沉降影响。

自建房的安全高度是多少？王宏明表

示，根据《湖南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排查指导手册（试行）》规定，房屋的总层数

不得超过 7 层，总高不得超过 21 米，单层层

高不得超过 3.6 米，当采用底部框架结构时

其底框部分的层高不得超过 4.5米。

房屋“内力”需维稳

“承重墙相当于人体的骨骼，人只要是有一根骨骼

出现问题，人体就无法正常生活，建筑也一样。”王宏明

告诉记者，承重墙支撑着上部楼层的重量，一旦破坏后

果非常严重，直接会引起房屋整体倒塌。

王宏明说，自建房中采用空斗墙、独立砖柱承重，

是造成房屋安全隐患的一大“雷区”。

空斗墙内部有空腔，能节省材料，但受压承载力比

同等厚度的实心墙低很多，其整体性和抗震性能很差，

国家标准现已规定禁止使用；独立砖柱因受压截面小，

承载能力有限，同时又不能抵抗弯矩，国家标准规定在

抗震设防区严禁使用。

自建房若为空斗墙、独立砖柱承重，应该如何处

理？王宏明表示，应根据结构安全性鉴定结果，确定能

否继续使用或进行结构加固补强。

除了承重墙，结构梁也是房屋“内力”的一大载体，

而在自建房排查过程中，上下层竖向承重构件不重合

不连续的问题频现。

王宏明提醒，判断上下层竖向承重构件是否连续，

首先应绘制出每层承重墙、柱的位置，然后再比对相邻

楼层的结构平面布置图，最终核实承重墙、柱在上下层

的位置是否重合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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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24日电 7 月 24 日，习近平外交思

想学习座谈会在京召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会

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王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总设计师，洞察国际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引领世界

潮流，提出一系列原创性外交战略策略和重大理念倡

议，创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提供了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解决全球重大问题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人类发展与进步凝聚了共

识与合力。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全面推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了

良好环境，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

大贡献。外交战线要进一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

外交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

学习研究，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指导外交实践，着力增

强工作实效；加强阐释宣介，充分彰显世界意义。

座谈会由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和学习时报社

共同举办。

习近平外交思想
学习座谈会在京召开

新华社上海 7月 24日电 记者 24 日从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商飞公司）获悉，C919 大飞

机六架试飞机已圆满完成全部试飞任务，标志着 C919

适航取证工作正式进入收官阶段。

试飞是一款新研客机型号取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表明飞机设计符合适航条款要求的重要方法之一。

通过试飞验证飞机的设计思想和技术路线，表明飞机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满足适航规章要求。六架试飞机完成全部试

飞任务，是C919大飞机项目研制取得的重要阶段性胜利。

此外，今年 5 月，即将交付给首家用户东航的首架

C919 大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首飞成功。

C919 大飞机是中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2015 年 11

月完成总装下线，2017 年 5 月成功首飞，目前累计拥有

28 家客户 815 架订单。

C919六架试飞机
完成全部试飞任务

暑期旅游升温
7月23日清晨，蓝山县云冰山风景区，游客在观看日出。进入暑期，该县云冰山、百叠岭、湘

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等自然风景区景色秀美、气候宜人，迎来不少省内外游客开启夏日“避暑游”

“生态游”。 彭华 摄

▲ ▲（紧接 1版）如长沙市税务局通过“报、网、

端、微、屏”，立体式解读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并筛选出符合政策的企业名单清册，精准推送

“政策清单”，全面收集“需求清单”。截至目前，

共开展政策线上辅导 376 场、47.7 万户次；线下

辅导 200 场、1.1 万户次。

激活“一池春水”，不断累积
发展动能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催生出多重积极效应。

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是“星城”经济发展

的主要“气力”，近年国际能源价格水涨船高，燃

气利润空间被逐步压缩，公司燃气设备更新、管

道运营维护等业务所需资金面临较大压力。

1 亿多元的留抵退税款到账后，公司上下

都松了口气。“留抵退税让公司发展的炉火烧

得更旺。”新奥燃气总会计师宋郁昌表示，公司

第一时间偿还了购买原材料的贷款，并计划将

部分资金投入节能减排改造项目。

在益阳市桃江县，湖南临亚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俞露涛表示，有了 863.73 万元的退

税款，企业稳工稳产的信心更足了。据了解，该

公司计划新招录 80 名工人，加快速度满足客户

订单需求。

上半年，我省共为 4.3 万户小微企业办理

增值税留抵退税 259 亿元，户数和金额占比分

别为 93.8%、49.2%，是政策受益主体。

省税务局开展的企业退税资金用途调查

反映，退税资金“输血”作用明显，为企业积累

发展动能，保障企业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数据显示，退税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应付账

款和保障经营运转 62.26%，购买固定资产和设

备 17.55%，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 25.15%，用

于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 7.1%。

留抵退税还对稳定行业发展起到了“压舱

石”的作用。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二季度，房地

产业退税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3%，高出无

退税企业 87.37 个百分点，销售收入同比增幅

比一季度提升 80.54 个百分点，提升幅度比无

退税企业高出 39.86 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