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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亲敬老孝亲敬老
情暖重阳情暖重阳

□本报记者 卢松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
心救中国……”10 月 7 日，荥阳和
佑尊长园举办重阳节联欢会，70多
位老人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度
每年一次的“老人节”。

95岁的陆焕钧拿着小红旗，站
在合唱团中间，唱得格外卖劲。陆
焕钧的老伴儿坐在轮椅上听着歌，
不时报以鼓励的掌声。“每天和大
家伙儿凑在一起唱歌，把开心唱出
来，感觉特别自在、舒服。”陆焕钧
笑着说。

儿女们工作比较忙，靠轮椅出
行的老伴儿一刻也离不了人照顾，今
年7月，陆焕钧和老伴儿选择住进了
养老院。推着老伴儿在院里转悠，和
合唱团的老人们一起吹拉弹唱，听听
健康讲座……陆焕钧感觉日子变了
个样，更加丰富和充实。

“我们开设了老年大学，为老
人们准备了乐器、手指操、手工课
等，每天都安排得精彩有趣。”荥阳
和佑尊长园社工史丽萍介绍，遇到
节日的时候，养老院还会为老人们
准备各种庆祝活动。

重阳节当天，郑州晚晴养老服
务中心给老人们改善了伙食，增加
了一荤一素两个菜。“肉也烂，饭也
软，吃得香着呢。”90岁的高春杰乐
呵呵地说。

高春杰和88岁的老伴都是下半
身瘫痪，只能坐轮椅。儿子在外地工
作，女儿已经50多岁，没有精力照顾
两个老人，老两口便住到离家较近的
养老院。女儿每天都会来看望老人，

逢年过节，儿子一家人也会从外地回
来，全家一起在养老院聚餐。

截至去年年底，全省60岁以上
老年人口1606万，总量居全国第三
位。在应对“银发浪潮”带来的问题
时，我省“多管齐下”增加服务供给，
逐步形成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目前，全省各类养老机构
3300多家，80%以上的养老机构能
以不同形式开展医疗服务。全省已
建成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2300多个；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信息
平台 63个，积极打造“15分钟城市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省养老服务正加快由“保基本”向

“高标准”转变，从老有所养到老有
优养，服务水平持续提升。记者走
访多家养老院发现，不少搬进养老
院的老人，日子都过得有滋有味，
养老也变得越来越有质量。③4

养老院里
的重阳节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每月 50块钱的补贴虽说
不多，但说明政府想着俺们这
些老年人！”10月 7日，在许昌
市魏都区文峰街道办事处文峰
社区便民服务大厅，81岁的张
绍文在社区工作人员于大红的

指导下填写完高龄补贴申请
表，高兴不已。

为切实保障老年人权益，
许昌市近期出台了《许昌市 80
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实施办
法》，为具有许昌市户籍、80岁
以上的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其中，80至 89岁、90至 99岁、
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

分别可以领取到50元、100元、
300元不等的高龄津贴。高龄
津贴自2019年1月开始补发。

据统计，目前许昌市有超
过 11 万名老人可领“政策红
包 ”，其 中 80 至 89 岁 老 人
100362 人 、90 至 99 岁 老 人
11033 人、100 岁及以上老人
261人。③9

□本报记者 童浩麟

10 月 7 日上午 10 时许，开
封市祥符区陈留镇的广场上，人
头攒动，人声鼎沸。

鲜艳的党旗下，一场属于陈
留镇 500多位 65岁以上老人的
盛会在这里拉开大幕——在九
九重阳节之际，全镇举办“孝老
敬老爱老”饺子宴。

“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
美无瑕……”伴随着深情的歌

声，现场不少老人流下了激动的
泪水。活动举办方还邀请了 5
位在本月过生日的老人上台，抬
上寿桃蛋糕，为他们祝寿。

“年年都有重阳节，但今年
不一样。在这里，我想感谢党和
政府的关怀，也谢谢这么多父老
乡亲跟我一起过生日。”82岁的
霍中和老人说。

喜乐祥和笑声灿，欢聚一堂
俱欢颜；包饺身手各自显，父老
乡亲似过年。台前，演员们为父

老乡亲奉上了精彩的节目；台
下，由各村妇女主任、镇机关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组成的后勤
团队，热火朝天地包起了饺子，
现场热闹又和谐。

饺子出锅后，该镇党委书记
刘彬激动地说：“热气腾腾的饺
子是热的，咱们镇党委镇政府和
老人们的心也是热的，这一碗饺
子吃出了喜庆、吃出了热闹，也
吃出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③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封德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伏牛
菊花分外香。10月 7日，西峡
县重阳镇上菊酒飘香、人声鼎
沸，一派节日的热闹景象，饮菊
花酒、食重阳糕、品野蜂蜜、“重
阳杯”中国象棋大赛、农民秧歌

展演等传统重阳民俗活动，吸
引了上万群众参与。

90岁的胡明英老人，在儿
子 王 贵 定 的 陪 同 下 饮 酒 赏
菊。老人逢人便说：“一来多
亏党的政策好，吃喝不愁，日
子富裕；二来子孙孝顺，家庭
和睦，照顾得周到，我还想再
活一百年！”

西峡县被国家命名为“中

国重阳文化之乡”，是重阳文
化的重要传承地。近年来，该
县连续举办重阳文化旅游节，
评选表彰重阳寿星和敬老孝
子，广泛开展重阳传统民俗活
动。今年，该县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 99名寿星评选活动，大
力弘扬以“孝文化”“寿文化”

“ 雅 文 化 ”为 核 心 的 重 阳 文
化。③9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本报通讯员 牛耕

火红的灯笼，五色的饺子，
精心排练的文艺节目，丰富的福
寿大礼包……10月 7日下午，沁
阳市中心敬老院里，“欢乐国庆、
幸福重阳”首届孝善敬老节热闹
举行，200多位老人欢聚一堂，
共度佳节。

舞台上，好媳妇、好婆婆、好
女婿、文明家庭、孝善敬老企业
家等荣誉一一揭晓，获奖者依次
登台，接受表彰。

不远处的义诊台前也坐满
了老人。杨安生老人在该市残
疾人医养中心已经住了10个月
了，他边测量血压，边欣赏精彩
的节目，“老了老了还能享这福，
我是打心底里高兴啊！”

沁 阳 市 非 常 重 视 老 龄 工

作，今年以来，先后投资 2000
余万元建设中心敬老院、改建 7
所乡镇敬老院，并配备了取暖
洗浴、文娱健身等设施，保证了
功能齐全、设施齐备、服务优良
的公办敬老院覆盖全市。同
时，该市积极推进城市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和农村幸福院建
设。目前，沁阳市日间照料中
心已完成全覆盖，农村幸福院
已达到 100家。③4

□本报记者 赵振杰

“下午跟姐妹们订了包间唱歌，你
晚上回家自己弄点吃的吧。”10月6日，
郑州市农科路一家KTV包厢门口，64
岁的李桂芳刚给老伴打完电话，便听到
包厢内老姐妹的呼唤：“快点进来，开场
曲《我和我的祖国》，还是你先来。”

在河南各地，像李桂芳这样的老年
K歌群体还有很多。口碑数据显示，过
去一年，河南 50岁以上的银发族选择
在KTV下午时段(13：00至17：00)消费
增幅高达53.47%，位列全国第一。

口碑数据还显示，今年以来，全国
50岁以上银发族消费结构呈现出多元
化趋势，其中增长最快的消费分别是
运动健身、亲子和书店。天南海北的
银发族们对于老年生活的幸福模样也
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比如在河南，
老人对于足疗按摩、美容美发和亲子
等消费会更感兴趣，这使其在上述消
费项目的投入比例稳居全国一二线城
市的前 2位；与之相对，在千里之外的
上海，“老克勒”们热爱尝鲜，追求时尚
的他们会在网红咖啡、奶茶或是阅读
等方面投入更多。

当然，用手机找高品质的生活服
务，只是互联网为银发族们所构筑的
幸福生活的一个鲜活注脚。现如今，
越来越多的“老顽童”们把手机生活玩
出了不一样的模样。

“我是云南人，老了就想吃口米
线。”家住郑州市中原新城王府小区
的邓奶奶今年已逾八十，为了让老人
吃上家乡味道，家里人最近每隔几天
就点份“云南特供”，从饵丝饵块到鸡
汤米线，换着花样满足老人思乡的味
蕾。

老人及其亲属们对于外卖平台
“应急、跑腿”功能的需求，呈现出爆发
趋势。近一年来，老年相关商品的外
卖订单量比去年增长超过 3.5倍，医药
类、甜品类和商超用品等外卖订单量
同比增长超过4倍。

“随着‘触网’多年的 60后、70后
逐渐步入中老年，老年消费需求与市
场过往的传统认知已发生巨大的改
变。品质化、多元化、便利化的市场需
求增长显著，银发消费已逐渐从生存
型走向享受型。”口碑饿了么公关负责
人郭力表示，今年阿里本地生活平台
还将依托旗下口碑、饿了么、蜂鸟配送
平台，积极与政府机构合作，培养更多

“孝心小哥”承担更多社区养老配送
服务。③9

银发经济进入
数字化加速期

“志愿+共享养老”助老人生活幸福
本报讯（记者 党文民 通讯

员 田秀忠）10月 5日，平顶山市
供销社太阳城商厦“志愿+共享
养老”志愿小组的王艳照、金进
伟，来到商厦退休员工任何山家
中，帮助他拆卸坏掉的水阀、更换
吸顶灯。

“单位把大家组织起来，职工
平时有空去帮助别人，有需要时
也能找到人帮忙，关键时候能解
决大问题。”任何山说。

2018年７月起，该市供销社
针对离退休职工多、困难职工多

等问题，用共享理念探索学雷锋
志愿活动的常态化、制度化建设，
开展“志愿+共享养老”活动，为
退休职工和在职人员之间搭建起

“有事找志愿者，没事做志愿者”
的互助平台，帮助退休职工解决
了很多生活难题。

记者在该市供销社机关党委
办公室看到，一本“志愿+共享养
老”帮扶台账上，详细记录着志愿
服务的情况。“志愿+共享养老”以
老人互助养老为主要形式，以在
职志愿者服务为辅助，在退休职

工中创新“共享、互助”的养老方
式，建立个人“爱心账户”，把平时
帮助他人的时间量化存进“互助
养老银行”，需要帮助时再从“银
行”中“取”出来，形成一个良性循
环。大家从单方面的奉献转变为

“我付出，我获得”，奉献爱心时心
甘情愿，获得帮助时心安理得。

“退休后与同事们的联系变少
了，通过这样的活动，既能解决生
活难题，又能和大家在一起说说
话，可高兴了！”该市供销社退休职
工王秋香说，今年1月，她家的暖

气管道漏水了，同事张彦军得知后
第一时间带人帮她修好了管道。

活动开展一年多来，该市供销
社志愿者共为职工提供水电维修、
病患护理、安全排查等服务200余
次，获得了广大职工的交口称赞。

“通过‘志愿+共享养老’活
动的开展，切实解决了退休居家
老弱病困人员的实际困难，营造
了家的温暖，体现了党的关爱，帮
助老人生活得更加幸福。”该市供
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蒋建
民说。③8

南阳 重阳镇“点亮”孝文化

许昌 “政策红包”送老人

开封 饺子宴里的敬老情

沁阳 “孝善敬老节”看点多

本报讯（记者 栾姗）社会物流总费用占生产总值
的比重越低，则企业和老百姓的物流成本越低。10月
4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交
通运输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物流降本增效综合改革
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宣布河南、山
西、江苏、浙江、重庆、四川等6省（市）成为全国首批物
流降本增效综合改革试点。

近年来，我省立足现有基础条件和比较优势，着
力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探索创新物流行业管理服务机
制，努力补齐中转集疏发展短板，物流降本增效工作
走在全国前列，社会物流总费用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13年的 18%降至 2018年的 15.3%。省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执行会长毕国海说，这意味着，全社会创造同
样规模的GDP和企业创造同样规模的产出，河南付出
的物流成本越来越低。

《通知》指出，河南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通信枢纽和物流中心，也是中国东部产业转移、西部
资源输出、南北经贸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开展物流业
降本增效试点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主要承担三
项主要任务，试点期两年。

打造郑州国际物流中心，形成以国家物流枢纽为
骨干、区域物流枢纽为补充的“一中心、多节点、全覆
盖”的物流设施布局；在全国率先启动多式联运综合服
务、仓储物流公共服务、信用公共服务等平台建设，探
索形成“政府+平台”的新型行业服务模式；制定国际陆
路运输多式联运运行规则，探索赋予国际多式联运提
单物权凭证功能，推动中欧班列（郑州）“舱单归并、多
单合一”改革……我省明确实施路径，通过构建网络、
整合资源、跨境合作，力争试点期间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

毕国海说，如果河南达到既定的目标，意味着我
省 7000多亿元的物流总费用将连续两年下降 0.5个
百分点以上。从上游说，这是河南生产企业的利润；
从下游说，这是给河南消费者的让利空间；从中游说，
新的竞价优势将带给河南物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据了解，试点结束后，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
部将组织评估验收，并以适当方式推广试点省（市）的
成功模式和先进经验。③9

河南入选全国首批物流降本
增效综合改革试点

试点期两年 承担仨任务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
雪娜 通讯员 李冰）近日，记者从位于洛阳市的中国
空空导弹研究院获悉，在前不久结束的第45届世界技
能大赛上，以该院作为集训主基地的中国队勇夺大赛
制造团队挑战赛项目金牌。

据悉，本次大赛中国队制造团队挑战赛项目由中
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培训中心副主任周春雷担任专家组
组长，多名技术能手任技术专家，这也是该院第四次承
担该项目的集训工作。该项目是此次大赛56个项目中
唯一的3人团队项目，难度最大。在比赛中，中国选手
沉着冷静、密切配合，高质量完成产品设计制造任务，
力克日本、韩国、巴西等强队，摘得桂冠。这是我国在
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继第42届夺得优胜奖、第43
届夺得金牌、第44届夺得铜牌后，又一次夺得奖牌。

此外，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作为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数控铣项目中国集训辅基地，参与组建、训练的
参赛团队实现了“三连冠”。数控铣项目由该院十一
分厂鲁宏勋担任专家组组长兼教练组组长。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
奥林匹克”。今年8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45届世
界技能大赛上，我国选手共获得16金14银5铜和17个
优胜奖，列金牌榜、奖牌榜、团体总分第一。据悉，第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1年9月在上海举行。③5

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制造团
队挑战赛项目

“洛阳智造”助力
中国队夺金

10月 7日，汝阳县的21个老年体育代表队在刘伶文化广场表演舞蹈、歌曲、戏曲、健身气功等节
目，欢欢乐乐过重阳节。⑨3 康红军 摄

沁阳首届“孝善敬老节”上，
干部群众一起包饺子。⑨ 3
牛耕 摄

10月7日,郏县渣园乡王赵庄村成达实验学校举行重阳节孝亲敬老
活动,子女们在活动现场为老人剪指甲。 新华社记者 郝源 摄

10月7日，灵宝市奇烨作文
学校师生走进金秋公寓，为老人
们送上慰问品。⑨3 张雨义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
宏怡）近日，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河南平宝煤业有限
公司，随着地面调度指挥中心操作人员按下启动按
钮，井下采煤机滚筒高速运转，高如钢铁巨人般的液
压支架缓缓移动，我省首个 6.5米大采高智能化综采
面正式投产，这是我省目前采高最高的智能化综采工
作面，标志着该集团在实现煤矿安全、高效、绿色和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一步。

继7月在十矿建成我省首个智能化综采面后，该集
团又将智能化综采设备成功应用在6.5米大采高综采
面上，通过一次采全高，实现中厚煤层的智能化开采。

“过去我们采用分层开采，一次仅开采 3.5米至 4
米，采面‘搬家倒面’次数多，不仅增加了工程投入，而
且降低了煤炭采出率。采用大采高一次采全高采煤
工艺，巷道布置系统简单，生产管理集中，预计巷道的
工程量将由原先的 7000米减至 4000米，煤炭采出率
由原先 70%提升至 90%。”平宝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兼
总工程师刘庆军说。

据了解，该项目投资2.3亿元，引进国内先进大采
高智能化综采设备，通过网络系统、电液控系统、监测
系统和自动化控制系统，将无线传输、视频、通信等多
种技术应用于采面，实现了采煤设备一键启停和故障
语音告警、连锁急停，瓦斯含量、通风情况等生产信息
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设备运转、人员定位等生产要
素在线可视化监管、智能化远程集控。

大采高智能化开采，带来了效率变革、生产方式
变革。据介绍，该采面日产原煤可达 9000吨至 1万
吨，与同等条件的非智能化综采工作面相比，综采队
由 160人减少至 60人，生产单班由 15人减至 6人，与
分层开采相比，预计每年单产可增加 60万吨，成本减
少4200万元。“我们计划明年实行全矿井‘周日集休’
制，并逐步取消夜班生产，让一井一面智能化、高产高
效安全化成为现实。”刘庆军说。③5

我省首套6.5米大采高
智能化综采面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