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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们如何养老一直
是市民关注的内容， 居家养
老怎么样， 机构养老费用几
何？山庄养老靠不靠谱？

记者从老博会组委会获
悉，目前包括安华养老山庄、
月亮岛老年公寓、 万众和社
区养老服务机构在内的十多
家养老机构都将亮相老博
会， 据湖南万众和社区服务
管理有限公司养老事业部总
经理李美华介绍， 公司目前
正在加紧设计一些特色的养
老产品和服务， 在老博会现
场将预定养老服务， 将享受
额外的折扣。

作为养生地产的特色代
表， 长沙浔龙河生态小镇也
将登陆湖南老博会， 让老人
现场感受生态休闲、 旅游观
光、绿色养老的真正内涵。

旅游资源也成为养老
事业的重要内容。记者了解
到，18家旅游机构也确定参
展湖南省首届老年博览会，
在老博会现场将为老年朋
友们推出特色旅游线路和
养老产品。

老龄化社会当前，涉及
老年人衣食住行、 生活照
料、用品生产、医疗服务、文
化健身娱乐等多个领域的
商家皆蠢蠢欲动，但在巨大
的“养老金矿”面前，如何挖
掘才更健康持续、如何让老
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等问题，也正困
扰着社会各界。

我们需要一场头脑风
暴。

在老博会期间， 首届
中国中部地区健康养老产
业发展论坛、 首届促进健
康养老产业投资发展论坛
和2014中国湖南养老地产

高峰沙龙， 将邀请到中国养
老产业专家精英、政府代表、
海内外领先企业代表共聚一
堂， 互相交流国内外健康服
务和健康养老理念和研究成
果，推广健康服务、健康养老
相关技术及服务。

而论坛中，澳大利亚、新
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和港台
众多专家， 也将联手推介养
老地产开发、 养老社区建设
等方面的国际新技术、 新产
品和新模式。

另外， 在10月8-10日期
间，湖南省健康管理协会将集
中举办“推进健康管理促进医
院发展高峰论坛”、“首届湖湘

医疗机构物资装备管理高峰
论坛”、“首届湖湘医改新政策
背景下民营医院发展论坛”、
“首届湖湘健康管理适宜技
术推广高峰论坛”和“湖湘营
养与健康研讨会”。

据悉，论坛将邀请中国人
民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
的著名专家教授出席论坛，其
中中国人民大学健康管理学
院院长陈元平教授，北京健康
管理学会会长杜兵，湖南省健
康服务业协会理事长、中南大
学肿瘤研究所所长李桂源教
授将作主题演讲。

找乐子
在老博会
邂逅绿色旅游养老

听讲座 七大论坛为养老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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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湖南（国际）老年产业博览会进入倒计时 各行业产品服务大集结

寻名医淘实惠，到老博会来寻宝
2014年湖南（国际）老年产业博览会

进入倒计时，9月15日，记者从老博会组委
会获悉， 展会的招商工作已经进入尾声，
目前组委会已与200多家本土企业和40多
家来自港、台及韩国养老企业达成参展协
议。届时，长沙市民不仅能在老博会现场
零距离感受韩国和港、 台地区的养老服
务， 而且能现场体验智慧居家养老服务，
享受免费诊疗，湖南民间好中医将现场揭
秘独家养生长寿秘方，不仅长知识，还能
淘实惠。

目前，300多个展位中，已有近九成展
位被各个行业的参展商预定，涵盖医疗器
械、健康服务、保健食品、养老旅游、养老
地产等多个领域。

据老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湖
南快乐购将在老博会现场直播送实惠，青
海卫视还联合青海省商务厅预定了6个展
位，他们将为湖南的老年朋友直供来自青
海地区的冬虫夏草，价格为长沙市场价的
1/3。

在特展区，安华养老山庄、永州养老山
庄、康乐年华、月亮岛老年公寓以及万众和
养老服务机构都将展示他们的特色养老产
品和服务；古汉集团、湖南快乐购、青海卫
视以及韩国展团将携优质实用的养老产品
亮相老博会；长沙芙蓉口腔医院、三真医院
和利慈医院将现场免费诊疗； 湖南省健康
管理协会还将整合行业资源， 并举办系列
健康服务讲座， 而长沙盖亚科技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将在老博会推出智能居家养老健
康管理服务，通过“云”+“端”的信息系统，
依托合作医院以健康服务中心为枢纽，以
社区健康服务小站为前端执行， 为居家老
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记者 蔡平 黄利飞 实习生 戴丹梅

老有所依才能老有所养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
在这春天里……”汪峰的一曲《春天里》唱
出了人们对时光流逝、人生暮年的惆怅和
感伤。若干年后，自己会怎样老去？是否老
有所依，是否能继续过着衣食无忧、体面
幸福的生活？

而目前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养老产品
与服务供需失衡， 社区养老床位不足，居
家养老健康服务落后……

作为湖南乃至中部地区的最大型养
老产业博览会，本次老博会不仅集结了包
含医养机构、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养老旅
游、养老地产和养老金融的各个领域的本
土企业，而且引进了来自韩日等国以及我
国港台的先进、 优质的养老产品和服务，
这对湖南现在相对空缺的养老产品和服
务市场来说，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补充。

正如中南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湖南
省健康管理协会理事长李桂源教授所说，
养老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单凭一两家
企业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如今集结了各个
领域的优质养老产品和服务，老人在家门
口，就能体验居家智能养老，就可以优质
的价格选择自己心仪的养老产品和服务，
就能现场对比， 挑选自己想要的养老方
式，这或许就是老人实现“老有所依，老有
所养”的一种有效路径。

■记者 蔡平 黄利飞

在湖南长沙， 儿科医
生张涤一号难求， 妇科专
家尤昭玲得一等再等，但
凡有过中医求医经历的
人， 都有这么一个深刻的
体会：要看上名老中医，是
挂号难、排队难、看上病难
上加难。

基于此， 老博会特邀
请了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
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和第二附属医院
的数十位医生， 专门设置
了“名老中医免费义诊”区
位， 一方面为广大市民寻
医问药提供便利， 另一方
面弘扬中医国粹， 与有心

得的长寿高人共同探寻健
康、养生与长寿的秘诀。

据了解，三大中医医院
支持义诊的医生涉及到各
个细分领域的权威专家。

比如中医附一的刘建
和，是心内科主任医师，善
于心血管疾病术后的复诊
及中医药治疗和调理；中
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的仇
湘中， 在运用中医药及中
西医结合方法治疗腰椎间
盘突出症、 颈椎病等极具
经验； 而中医附二的吴清
明教授， 临床上善于用针
灸治疗神经、运动、消化等
系统方面的疾病，对中风、

慢性神经痛和软组织损伤性疼
痛等的治疗效果显著。

另外还有治未病的李定
文、 治疗皮肤疑难杂症的向丽
萍、擅长针灸推拿的黄洁……

已经确定出席老博会现场
义诊的一位老中医就说， 尽管
现在看中医的人越来越多，但
是也还有很多人对中医是有误
解，比如大家认为中医疗效慢，
实则不然，“高烧41度， 晚上用
热水放点盐、 紫苏和生姜泡脚
半个小时， 第二天起来就精神
抖擞， 这便是中医常用内治的
八法之首———汗法， 所以希望
能够借此机会让大家更多地了
解中医，并且宣场中医文化。”

近年来“银发经济”蓬
勃发展，调查显示，老年人
消费的特点更明显地表现
在注重健康产品以及价格
敏感度高等方面。

正因为如此， 为了更
多地“虏获老年朋友的
心”，参加老博会的各商家
除了带来了能满足老年人
需要的产品，如拐杖、保健
品外， 在价格上更是争相
使出“最大力度优惠”。

比如有商家承诺在老

博会现场销售虫草， 将是长
沙市场价的三分之一； 而快
乐购将设置现场直播“产品
大放价”；台湾企业展销的轮
椅等辅助器械，也将以“亲民
价”销售。

古汉养生精在现场也有
买赠活动。 紫光古汉营销部
工作人员介绍， 届时在现场
购买古汉养生精的市民，将
获得小礼品； 参加大转盘抽
奖活动的， 还将获得一份神
秘大礼； 现场还设置了养生

知识科普、量血压等项目。
另据长沙韩人会会长、

长沙市老年协会国际顾问李
钟台介绍， 此次参展的韩国
企业将会带来专门针对农村
市场的便捷式净水器， 市民
只需将水倒入净水器中就能
直接使用； 还有为了满足老
年朋友的安全取暖需求，水
循环电热毯亦将在老博会现
场“亮相”。

淘实惠 市价三分之一买虫草

寻名医 数十位名老中医现场义诊

10月10日至12日，湖南史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产业博览会将在长
沙拉开帷幕，三湘都市报记者从老博会组委会获悉，目前老博会的各
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来自韩国、澳大利亚的涉老企业相继前来参展，
更多的本土企业也将齐聚老博会，湖南快乐购将在现场直播送实惠。

2014中国湖南（国际）老年产业
博览会将于10月10日在长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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