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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长沙市老龄委统计，2010年年底， 长沙
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已达110万人， 占全市户
籍人口总数的16.1%。 长沙市近几年老年人口
以年均3%~3.5%递增，与去年相比今年增加了6
万人。另据预测，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沙市
人口老龄化将到达高峰，届时平均每3～4个人
中就有1位老年人，而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出现4
个老年人、1对夫妇和1个孩子的“421”结构。

老龄化社会靠谁来养老？ 据统计，2011年
底，长沙市社会福利养老机构公办的有3家，而
民办养老机构如雨后春笋逐渐增多。

本报2月3日讯 过年团圆、儿孙承
欢膝下是中国老人最盼望的情景。而
记者近日在长沙一些老年公寓走访时
发现， 很多老人情愿留守养老院过年
也不愿回家团圆。有一家有600位老人
的老年公寓里， 过年留守的老人就有
580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600老人有580位留守过年
2日上午，位于芙蓉路上的寿星公

寓里， 老人们正热火朝天地排练着元
宵文艺汇演节目。据说，过年期间旁边
的商店企业都在放假， 只有这里成了
少数几家仍在工作的单位， 因为公寓
内600位老人中有580位选择留在公寓
内过年。 公寓社工科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除了极少有儿女不孝不愿接回
家外， 一般都是老人们自己情愿留下
过年。

长沙市老年呵护中心共有老人
510位，过年回去了32位。长沙市老年
呵护中心社工部主任蒋文霞也表示，
过年那两天几乎每天都有家属带着年
夜饭来到老人房间来拜年， 而一些孤
寡老人也有志愿者轮流看望。 中心内
少数身体条件允许的老人则会请几天
假回家过年，但没过几天都纷纷回来。
为了让老人们开心过年， 呵护中心给
老人们准备了大桌的年夜饭还有文艺
节目。

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长沙青松
老年公寓186位老人，回家过年的只有
28位。在咸嘉湖老年公寓、望月湖老年
公寓等老年公寓， 都出现了留守老人
多的情况。

怕回家给儿女添麻烦
“过年没回家。”今年80岁的李素

梅老人说，请不到合适的保姆，儿女们
又经常不在家， 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觉
得很孤独， 所以几年前就跟老伴住进
了寿星公寓。 李奶奶看上去很健康，边
说边向记者比划着，一脸满足的样子。

在另一间房间内，70岁的王金芝
奶奶告诉记者，她几年前从上海回到老
家长沙，因为儿子女儿都在国外，自己
便要求住进了寿星公寓。 来养老院几
年，这是她第一次离开亲人过年。王奶
奶告诉记者，自己患有糖尿病，需要每
天打胰岛素。另外，子女们住在国外自
己又不懂英语， 出门交流也很不方便，
在养老院生活更方便一些。

记者了解到，除了极少部分儿女不
愿接父母回家过年，许多老人都是怕回
家给儿女添麻烦自愿留在养老院过年。

回家过年后折腾病了
老人们住惯了老年公寓， 过年回家

倒不适应了。春节期间，养老院里不少回
家过年的老人，因为生活不规律，出现了
感冒、发烧、拉肚子、血压不稳等症状。

记者在寿星公寓采访时，正赶上张
运钧的儿子给老人送蛋糕。张运钧的儿
子说：“父亲今年97岁了， 走路不是很
利索，在养老院住了一年多，身体一直
都很好。谁知回家过年那天，可能吹了
些风，吃东西便拉肚子，于是就急急忙
忙送回来了。”

据该公寓护理医生介绍， 春节期
间，有20多位老人回家过年。因为生活
不规律，休息不好，不少老人生着病就
回到了养老院。有一位73岁的老人，回
家摔了一跤，到现在还不能走路。还有
一位意识不太清楚的老人，被接回家后
当天晚上不吃不睡，折腾到十二点多吵
着“回家、回家”。 ■记者 黄静

思念汤圆、面点双双喜获行业大奖
新春之际，思念食品旗下汤圆、面点系列产品

双双喜获行业大奖。 其中思念“玉汤圆”获得“畅
销金品” 和“高端金品” 两个大奖，而“思念速冻
调理品（小小玉珍珠黑芝麻汤圆）” 获得“畅销
12年金品大奖” ； 新推出思念中华面点系列产品
则获得“潜力之星”的称号。

据悉，该系列“金品奖” 评选由上海市商业联
合会、上海连锁经营协会、上海市商标协会和上海
商情信息中心主办，联华、华联、家乐福、沃尔玛等
超过 20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连锁企业联办，已开
展了 12个年头，被称为“行业奥斯卡”。

笔者从思念集团了解到， 本次思念获奖的汤

圆面点产品都是经过消费市场考验的“精品”。 思
念玉汤圆是思念于 2010 年初推出的高端汤圆产
品，该系列产品全部甄选最优质的糯米，并经过 8
小时的精细研磨，口感细化绵密，既糯又滑。

而小小玉珍珠黑芝麻精装汤圆获奖的“独门
秘笈”是其行业内独创的“4 克含馅”工艺，个小馅
足，味美香甜。“中华面点”则汇聚了中国各地的主
流面点口味，“材、揉、发、蒸、鲜”五大工艺，还原食
材的纯正风味。“这些奖项是市场和消费者对思念
的认同。 ”思念食品总经理王鹏表示，“未来，思念
将更加努力，以更加优质、创新的产品回馈广大消
费者对思念食品的信赖。 ”

选个礼物过情人节

大屏新宠抢眼球
情人节转眼就来到了，你是否

正在为如何讨女友欢心而苦思冥想？
小编向你推荐一款屏幕够大、 够清
晰， 性能够强大、 够速度的新品手
机—联想 A668t当礼物，保证你既得
女友欢心，又面子十足。

联想 A668t 是一款名副其实的
大屏手机，4.0 英寸 WVGA 高分辨
率超大屏幕， 分辨率高达 800×480
的象素，女友浏览网页时再不会因为
局促的画面感到不适。 这款机型搭
载了 IPS技术，这是目前液晶面板里
的高端产品， 能让画面显示视角更
宽，响应速度更快，色彩还原更准确。
无论是浏览图片还是观看电影，都能
轻而易举地将高品质画面呈现在女
友眼前。

这款机型支持五点触控，多重页
面间顺畅切换，使浏览网页、操控游
戏都能轻松自如， 女友只要动动手
指，就能尽情享受一触即发的流畅体
验。 同时， 这款机型还采用了
LPDDRII 的内存技术。 这种技术工
作 电 压 更 低 ， 处 理 速 度 达 到
400MHz，速度更快、性能更稳定。 此
外联想 A668t 采用 1500mAh 大容量
电池，耐用持久的续航能力解决了大
屏幕手机带来耗电量大的问题，女友
再也不用为电池的续航能力费心。

联想 A668t 搭载了时下最流行
的 Android2.3.7 的智能操作系统，为
用户提供海量应用下载。 同时，这款
机型还支持导航（GPS）与辅助导航
（AGPS）功，支持 CMMB 数字电视；
更预置了开心网、人人网、新浪微博
等时下主流应用。 目前，联想这款与
中国移动深度合作的定制机型，通过
中国移动的合约计划就能享受到难
得的购机优惠。 还在为情人节礼物
烦恼的朋友们，快去选择适合女友的
合约计划吧。

以创新技术领跑春节

TCL3D云电视一路劲销
春节刚过，中国彩电业便传来龙年捷报：中国彩

电军团在春节期间续写 2011 年劲销辉煌， 再创佳
绩。其中，TCL表现引人瞩目，其 3D云电视—云·卓
V7300、云·雅 F3390、云·博 V8200 等一路劲销，成为
春节市场大赢家。 据悉，全国各大卖场的 3D电视出
样率均超过了 50%， 广州某国美电器相关负责人介
绍，TCL� 3D云电视卖得尤为火爆，其主推的几款产
品年前几乎全线断货。 “TCL3D 云电视这么火，不
仅是优惠力度大，更是产品好，有技术实力。 ” 其解
释 TCL3D 云电视采用全高清不闪式 3D 技术，3D
显示效果清晰自然，随着央视 3D 频道的开播，其收
视效果也令消费者大为称赞。

冬季 SUV大盘点 新奇骏领衔
冬季行车，受恶劣天气的影响，总会遇见各种

问题，为驾驶车辆带来了不小的难题，换个角度考
虑，这也是最为考验一款汽车品质的时候。

在此背景下，市场热销的东风日产新奇骏、斯
巴鲁森林人、丰田 RAV4 三款车型在冬季行车安全
方面考虑的非常周全，并有着与众不同的解答。

东风日产新奇峻
性能卓越 自信跨越险境

冬季道路湿滑，突发情况增多，我们都希望
爱车在安全配置方面更加丰富一些， 以备不时之
需。 对于东风日产新奇骏来说，丰富的安全配置正
是它的强项；ABS+EBD+BA 基础安全设备和包括
VDC车辆动态安全系统 (即我们通常说的 ESP)等
多达 7项电子设备一应俱全。

17寸宽幅轮胎抓地力更加优秀；前席主动安
全头枕及儿童落锁装置更是全系标配。 全车高钢
性强抗扭矩力车身配合 ZONEBODY 区域组合车
身，高效吸收撞击能量，进一步确保驾驶安全。

共计 4 大类安全配置囊括当今汽车领域各类
顶尖安全技术。 当然这些仅仅是新奇骏为驾驶者
提供的基本保护之一， 再加上独有的智能全模式
四驱系统则更为全面。

新奇骏的智能全模式四驱系统是区别于传统
全时四驱、分时四驱之上的新一代四驱技术，它由

电脑芯片控制两驱与四驱的切换。 该系统的显著
特点就是在继承全时四驱和分时四驱优点的同时
弥补了它们的不足。

斯巴鲁森林人
缔造冰雪动感极致

斯巴鲁森林人擅长在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和
山区间奔跑， 是具有一定越野能力的高性能城市
SUV，流畅圆润的线条搭配粗狂的轮眉，使其在优
雅中平添了狂野奔放的气质。

在雨雪天气中车辆极易打滑，面对这种情况
斯巴鲁自行研制了世界首款用于量产全时四轮驱

动汽车的纵置链条式无级变速器
Lineartronic，这种变速器在应对冰雪
路况时通过链条传动，由低速至高速
的加速过程一气呵成，不会有任何间
断。

在摩擦力极低的路况条件下，连
续不断的动力输出能使车轮与地面
之间同样产生不间断的作用力，使车
轮空转、打滑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丰田 RAV4
应变自如 释放由心

RAV4 是一款深受好评的主流城市 SUV，它
的外观延续了典型的丰田式中庸路线， 以精练曲
线为主调的外型在优美之中带出些许阳刚之气。

RAV4 配备了主动扭矩分配控制四轮驱动系
统，该系统可以专用的控制按键进行模式选择，处
于 AUTO� 模式时可按路面状况自动分配前后轮
的扭矩， 在急加速和前轮抓地力不足的情况下系
统会将适当比例的扭矩分配至后轮； 而在良好路
况下可以设置为两轮驱动模式， 使燃油经济性状
态更佳。

当该系统处于 LOCK 模式时， 车辆锁定为四
轮驱动状态，产生巨大的牵引力，使车辆迅速脱离
泥泞冰雪的路况，让驾驶者纵情狂野释放激情。

这些爹爹 过年都不想回家
一老年公寓600老人有580人留守过年，很多人怕回家给子女们添麻烦

2月2日，长沙市寿星公寓，李素梅老人（左）和伙伴们一起排练元宵晚会节目。 记者 龚磊 摄

步入老龄化社会
“421”家庭养老压力大 在中国，“孝道”已经主宰了上

千年的时间。以前，如果谈到要把
老人送到养老院，肯定会受到人们
的指责。现在，这种观念已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很多老人都愿意住
进养老院， 有专业的人员照顾起
居，生病随时治疗，最重要的是那
里老人多，不会寂寞。而相反，现在
家庭养老遇到许多问题，儿女忙于
工作、孩子，对老人很难做到无微
不至。这样的现象，让人们不禁开
始思考，也许，进养老院并不就是
不孝的养老方式。

养老院住得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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