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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银发族餐厅获老人点赞

寻找湖南最美家庭
本报长沙讯 4 月 25 日，2018“ 新湖南·文明
家”评选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此次活动将
评选出十个家庭授予“新湖南·文明家”称号，每
个获评家庭将获得万元梦想基金。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文明办、共青团湖南省
委、中国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共同指导，湖南日
报社主办，华声在线、新湖南、智慧社区专业委员
会共同承办，活动包括启动仪式、文明家庭征集
评选、中国智慧社区（湖南）惠民爱心工程公益行
及风尚大典四大版块内容，旨在评选出一批“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文明家庭。本次
活动将评选出在爱国守法、遵德守礼、平等和谐、
敬业诚信、家教良好、家风淳朴、绿色节俭、热心
公益八个方面中，有一个或多个方面做得突出的
十个家庭并授予“新湖南·文明家”称号，每个获
评家庭将获得由组委会颁发的荣誉证书、专属奖
杯及梦想基金 10000 元。
记者陈丽安

12元可吃三菜一汤，
还能送餐上门

最近的菜市场要走 15 分钟左右，
常常看到有老人拄着拐杖拿着报纸去买
菜。
“拿报纸是走累了，
可以坐着休息一下。
”
怎么解决老人饮食问题？长沙雨花区圭塘街道中南院社区征求老人们的意
见后，
开了一家老人餐厅。餐厅还为老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张沁 长沙报道
你 的 身 边 可 能 就 有 这 样 的 老 人 ，习 惯
早起早睡，生活规律，自己有退休金，有自
理能力。或许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区别，或
者是不想打扰子女，他们选择单独（或者老
两口）住在一边。但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
老人平时吃得不多，做饭的话，做多了吃不
完，有的剩菜剩饭要吃几天，做少了，又一
样的折腾。
为此，长沙雨花区圭塘街道中南院社区
打造了一个老人餐厅，80 岁独居老人成“熟
客”，
“三菜一汤荤素搭配”的套餐售价 12 元，
清淡、美味受老人青睐。餐厅还提供送餐上
门服务，接下来，社区还将联合辖区爱心企
业，在 5 月推出“一元午餐”
爱心项目。

老龄化社区打造老人餐厅
长沙雨花区圭塘街道中南院社区位于中
南家园小区附近，据社区统计，社区共有老人
1374 人，80 岁高龄老人 439 人，是个典型的老
龄化社区。
“有的子女不在身边，不少老人就是和老
伴或者一个人住在这儿。”中南院社区书记、
主任余平说。小区内并没有菜市场，距离最
近的菜市场走路大约需要 15 分钟。社区工
作人员不时会看到老人拄着拐杖，手上拿着
报纸去买菜，
“拿着报纸是为了沿途累了就能
坐着休息一下。”余平表示，社区之前通过问
卷调查的形式了解老人们是否愿意办一个老
年人食堂，
“大多数老人都是同意的。”
得到老人们的支持，社区便开始着手此
事。在中南家园一楼租了一间住宅，与长沙
市银发族为老公益服务中心一起经营了一家
名为“银发族餐厅”的老人餐厅。
和其他餐厅不同，此餐厅重点关注于老

年人的营养搭配，每餐的标配为三菜一汤荤
素搭配，价格为 12 元。
“3 月 2 日开业当天免费
让老人们试吃了一天，看看合不合大家胃口，
现在每天都有 20 多位老人在餐厅就餐。”银
发族总干事陈玲说。

“这个菜味道也可以，我们老人家吃着
也方便，我基本上每天都过来。”4 月 25 日中
午，来到“银发族餐厅”吃饭的陈爹爹说。陈
爹爹告诉记者，此前和老伴两人在家做饭，
“买菜、洗菜、做饭、吃完了还要收拾，确实很
累也很麻烦。”有了这家老人餐厅，生活轻松
了不少。
4 月 25 日上午从 11 点开始，陆陆续续有
老人来到餐厅内吃饭，
“奶奶你是在这儿吃还
是打包回去吃？”谢奶奶刚走进门，义工朱艳
华便迎上来询问。得知奶奶在店内吃，朱艳
华招呼奶奶坐下，先为谢奶奶盛上一碗热汤，
几分钟后为谢奶奶端上餐盘，肉炒有机花菜、
红烧鱼块、清炒黄瓜丝，也比较合老人胃口，
“我们不吃辣椒，饭也煮得比较软，都吃得
惯。”谢奶奶表示，
“ 现在夏天到了，中午想睡
会儿午觉，在这儿吃完就能直接回去休息。
在家做饭的话还得收拾。”
银发族餐厅由从业经验丰富的厨师每
日采购新鲜食材烹制而成，陈玲介绍，开业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餐人数一直呈现一个增
长的趋势，
“虽然现在我们处于一个亏损的状
态，但是现在有这么多老人愿意来我们这儿
吃饭已经很高兴了。”对于每天都来店的老
人，店里还制作了专门的表格，
“ 之前有位奶
奶两天没来，我们担心有什么事就打电话问
了问，才知道她生病了。我们就告诉了老人
可以送餐上门，之后几天我们都帮她把餐送
到社区医院。”

4月25日，
长沙雨花区
圭塘街道中
南院社区，
“银发族餐
厅”门口写有
当日中餐的
菜谱。
图/记者杨旭

全国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入湘

将为贫困老人推出一元午餐
中南院社区书记、主任余平坦言，目前
来餐厅就餐的老人比预期中的人数还是少
了一点，
“当初问卷调查，老人心目中的价格
是在 8 元-10 元，老人可能觉得价格有点不
合适。”余平表示老人餐厅拟迁址至退休活
动中心，
“现在是租在小区内的房子，到时候
不需要租金，午餐的定价也能再往下降一点
点，
让更多的老人能吃好、吃饱。”

同时银发族餐厅还将联合辖区的爱心
企业推出“一元午餐”项目，针对辖区内的独
居高龄贫困老人，推出一元钱即可享受一个
营养套餐的服务。
“ 这个项目主要是对于那
些低保户和三无老人。”
余平说，
打造老人餐
厅，
是为社区老人服务提高一个品质，
让辖区
内孤寡、
独居老人老有所依，
“这个所依，
就是
依靠社区过一个安详且舒适的老年生活。
”

每天吃8万斤牛蛙谁来把关

岳麓区德润园小学

长沙设立牛蛙入长快检室，
进货先抽检

看看别人的10岁成长礼
岳麓区德润园小学校长陈芳着汉服
上台致辞：
“10 岁意味着你们得告别幼时
的淘气，学会更多的知识，懂得更多的道
理；10 岁意味着长大，意味着有自己的一
份理想和责任。我们不一定出类拔萃，但
我们一定要正直、勇敢、独立，自强！”紧接
着 10 位翩翩少年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一路
哭着、笑着、学习着从零岁走到了 10 岁，
在孩子们的追忆中，感受着时间在爱中流
淌。8 位有着不同职业的家长代表陆续走
上舞台，用自己的态度告诉孩子责任二字
如何书写。
通讯员周丹 记者殷建军

扫码观看
直播回放
4月25日，
长
沙岳麓区德润园
小学，
小学生身着
汉服敬拜父母。
图/记者辜鹏博
谢长贵

开福区向阳小学

农村小学经典课堂长啥样
本报长沙讯 4 月 25 日下午，开福区
向阳小学举行了“亲子悦读传诵国学经
典 ，家 校 互 通 走 进 智 慧 课 堂 ”开 放 日 活
动。由 2018 年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
牛冠名的本报“潇湘少年，天天向上”对其
进行了现场直播。
“弟子规，圣人训，守孝悌，次谨信，泛
爱众，而亲仁……”童声悦耳清脆，节奏轻
快活泼，学生自编国学操的旋律声，拉开
了本次活动的序幕。
本次活动重点向家长开放了语文、数
学、科学等学科的智慧课堂。随后展示了
少年宫特色课程……

本报长沙讯 4 月 23 日，湖南地税主办、长沙
地税承办的
“学绿色税法 与春天同行”
集环保税卡
微信答题活动进行了首轮周奖抽取，来自长沙的
蔡帅成为抽奖活动首位获得 500 元现金奖励的幸
运儿。记者从长沙市地税局获悉，
截至 4 月 24 日，
“学绿色税法 与春天同行”
集环保税卡活动已吸引
了广东、
河南、
上海等 35个省市超 8万人参与。
作为一名在家待产的准妈妈，蔡帅表示自己
是长沙地税“学税法”微信答题活动的忠实粉丝，
每年都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长沙地税的活动，
今年也不例外。
据悉，
每天在湖南地税、
长沙地税微信公众号
上打卡学习答题，
除了能学习环保税知识，
还有可
能随机获得主题邮册、
微信小红包，
更有机会集齐
税卡赢最高 1 万元学习基金。除本周抽奖外，
活动
还将分别于 5 月 7 日、
5 月 14 日开出两轮周奖，
每周
集齐 8 张税卡并合成的网友即可参与抽奖，
最高获
500元现金奖励。
记者陈丽安 通讯员黄鸿颐

味道还可以受老人青睐

ZAKER潇湘直播

本报长沙讯 《礼记·曲礼上》云：
“人生
十年曰幼，
学。
”
10岁生日，
是人生中的第一
个10年，
是孩子告别懵懂无知、
走向善思懂
事的界碑。4月25日上午，
长沙岳麓区德润
园小学举行
“相约 10 岁，
见证成长”
经典诵
读暨10岁成长礼活动，
200多名身着汉服的
小学生在家长、
老师共同的祝福声中，
庆祝
他们人生的第一个 10 年。由 2018 年世界
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冠名的本报
“潇湘少
年，
天天向上”
对其进行了现场直播。
本次活动分祝福篇、感恩篇、成长篇
三个环节。整个活动将经典诵读、传统礼
仪贯穿始终。

“学绿色税法”
获500元奖励

开福区向阳小学校长谢益林告诉记
者，作为开福区比较偏远的农村小学，如
何让课堂生动起来，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
教育，又如何让家长参与到教育教学中
来，将家校互通落到实处，学校老师尝试
了不少办法。一方面，对已有的师资队伍
进行优化，向课堂要质量；另一方面，在校
外聘请了书法、国画、湘
绣老师为学生授课，
丰富
了农村孩子的特色课
程。近几年，
该校的各项
成绩在开福区排名前列。 扫码观看
通讯员吴翠 记者殷建军
直播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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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
准备检验的牛蛙
（左图）。
检测员把搅
碎的蛙肉放入试
管 ，并 加 入 试 剂
（中图）。
经 检 测 ，这
只牛蛙没有残留
三种抗生素。
组图/记者陈正
本报长沙讯 4 月 25 日下午两点左右，
福建一顺兴运输公司的货车司机张艺琛运
载着 400 斤牛蛙从福建赶到长沙。如果是
以前，他会直接把车开往马王堆水产市场，
不过，这一次，他先来到了位于雨花区黎托
镇大洋物流彭家湾部（小区）的长沙放心肉
菜（牛蛙）入长快检室。
“从 4 月 20 日起，批发商都要求我们先
把牛蛙送到快检室做抽检，有合格证明才能
送到市场去。
”张艺琛告诉记者。
长沙人每天要吃掉 8 万斤左右的牛
蛙。这些牛蛙主要来自福建、广东、广西以
及衡阳、岳阳等地。牛蛙的质量谁来把关？
从 4 月 20 日起，所有进入长沙的牛蛙在进入
市场之前，都可以先到长沙放心肉菜（牛蛙）
入长快检室进行抽检。
牛蛙快检室的检测员李理从张艺琛的
车上随机抽取了一只牛蛙，到洗手台洗净之
后，从牛蛙的大腿处取下 10 克左右蛙肉。
随后，他把蛙肉放在搅拌机里搅碎，放入试
管，加入试剂，放在振荡机上充分混合。他
再将试管放入离心机，让蛙肉与试剂的混合
物固液分离，这个时候，试剂里就有了蛙肉

的成分，就可以通过试纸进行快检了。
李理告诉记者，针对牛蛙的检测主要
是针对喹诺酮类药物、硝基呋喃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三项内容，快检室也是做
这三类物质的检测。一旦检测到呈阳性的
样品，会在同一只牛蛙身上换个部位再取样
进行抽检，
两次都呈阳性，
就可以判定这批牛
蛙不合格，这批牛蛙就会被退回产地。
“到目
前为止，
还没有检查测出呈阳性的牛蛙。”李
理说。
李理说，抽检免费，老百姓也可以带牛
蛙前来抽检。
长沙市食药监流通处处长唐磊告诉记
者，牛蛙进入市场前先到快检室进行抽检，
是“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经营者自觉”的原
则，虽然并非强制，但快检室的检测单位是
食药监安排的第三方机构，也是经营者的一
份进货保证。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长沙市食药监
局还针对老百姓喜爱的黄颡鱼、贝类、对虾、
等重点产品，指导购销大户在沿海地区自建
食用水产品快检室 8 个。此外，长沙还在全
市设立了 200 多个检测室。
记者李姝

本报长沙讯 4 月 25 日上午，2018 年国家知
识产权局“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牵手区域
经济发展行动”首站活动在株洲启动。
本次活动以“牵手动力谷服务新湖南”为主
题，包括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宣讲、对接企事
业单位洽谈、政策环境推介与交流研讨、品牌机
构走进动力谷等模块。
近年来，湖南以扶持和培育综合性知识产权
中介服务机构为目标，着力提升知识产权服务能
力和水平，全省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 80 家，
获得专利代理资格证人员 1200 余人，执业代理人
达 254 人，12330 举报投诉热线全省覆盖，建立了
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四调
联动”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调解平台。
据悉，本次活动是 2018 年牵手经济发展系列
行动的首站。国家知识产权局先后遴选了 145 家
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培育机构，从 2014 年起先
后在天津、陕西、贵州等地组织了 11 次品牌机构
牵手区域经济发展系列行动，累计吸引 1300 多家
企事业单位参加，促成多项合作。
记者陈丽安 通讯员周闯 黄湘玲

40件黄定初遗作捐赠省博
本报长沙讯 透过一方画卷，武陵奇峰波云
诡谲，在浓淡相宜的水墨中，散发出自然的奇美
与张力。4 月 25 日上午，在湖南省博物馆特二展
厅，一幅幅灵动的山水画，以另外一种方式，向观
众展示了独具魅力的湖湘山水。
这是“兴来笔下生烟霞——黄定初绘画作品
展”。当天，在展览开幕前，黄定初先生作品捐赠
仪式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根据黄定初生前意
愿，其家属代表向湖南省博物馆捐赠黄定初作品
40 件（套）。
在捐赠仪式上，黄定初家属代表黄滔向湖南
省博物馆捐赠其代表作品《武陵奇峰》。湖南省
博物馆馆长段晓明接受捐赠，并向黄定初家属颁
发湖南省博物馆收藏证书。本次黄定初家属共
捐赠 40 件（套）书画作品，这不仅丰富了湖南省博
物馆关于湘籍书画名家的收藏，且对湖南的书画
传承亦具有深远的意义。
湖南省博物馆还将举办
“黄定初绘画作品展”
，
展出 77 件（套）绘画作品，将展出至 2018 年 5 月 10
日，
免费向公众开放。
记者徐海瑞 通讯员李叶

50万现金寻找发现
“美”
的眼睛
本报长沙讯 现金奖励正能量，推崇人
性真善美，这一次，奖励专为你们而设。即
日起，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
“正能量爆料官计划”，寻找、奖励我们身边
的好人好事线索，线索一经采用，爆料人可
获得 100 元到 300 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在此前举行的第六届媒体公益与社会
责任研讨会上，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宣布启
动战略升级，联合本报推出 XIN 公益计划，
“正能量爆料官”正是 XIN 公益计划落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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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据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负责人介
绍，正能量爆料官计划首期设立 50 万元爆
料官基金，面向全国展开，未来，备受关注的
“年度正能量城市”评选，也会将爆料官数据
作为评选维度之一。
如果你有正能量的新闻线索，可拨打
85571188 向我们爆料。线索一经采用，如果
正能量线索突出、感人，故事主人公还有可
能获得本报联合天天正能量颁发的奖励。
记者张树波 实习生刘芳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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