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以往碰到暴雨时， 长沙会
采用雨水快排和直排的做法，
通过大口径的管道将雨水直排
湘江，一旦遭遇超强暴雨，湘江
上游汇水形成的洪水水位超过
排口标准高度时， 城市便会陷
入内涝风险。 应用海绵城市建
设实施后，城市将像海绵一样越
来越有弹性，“小雨不积、大雨不
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效应有缓
解”， 我们将因此而居住得越来
越幸福舒适。

城市将越来越有弹性

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
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推进建设海绵城市。随后，住建部也出台了海
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2015年4月，财政部、住建部和水利部联合发布了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名单，我省常德
市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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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让“空巢老人”成为悲情符号
空巢老人：“我最无助的时

候，你爸躺在地上，而你在通讯录
里。”哈尔滨192.4万老年人口中，
有六成多“空巢老人”，他们不怕
死却怕生病，更怕给孩子添麻烦。
在他们的手机里， 孩子永远在通
讯录的第一位。65岁的朱阿姨照
顾瘫痪在床的老伴已5年， 脑子里
预演过能想到的突发情景，但唯独
没想到老伴会掉到地上。打开手机
通讯录， 包括独生女在内100多人，
却不知道该打给谁。女儿远在成都，
亲朋都在熟睡，刚强了一辈子的她，
那一刻抱着老伴哭了……最后跑
到楼下央求保安， 一再保证即使
出了问题也和人家没关系， 两名
保安才上楼帮忙把老伴搬到床
上。（9月25日 新晚报）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已经
将各种各样的现实摆在了我们面
前：越来越庞大的老龄人口、失独
老人、空巢老人、失能和半失能老
人……这个亟需关照的群体，越

来越陷入孤独、惶惑的人生状态。
目前我国已有老龄人口1.69亿，
而其中近一半的老人处于空巢或
类空巢状态，同时，失能、半失能
老人的数量也已达4000万左右。
这意味着， 超过半数的老人在发
生急病或其他危险状况时， 能否
脱险就要看是否“命大”了。

显然， 不是每个老人在遇到
急病或危险时都能够幸运地化险
为夷， 因此这也是子女们最为担
心的问题———身在远方， 无法时
刻照顾父母，就怕有什么闪失。但
就业市场化又让“父母在， 不远
游”成了奢谈，从而使子女们难以
家庭事业都兼顾， 就算是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法
律条文， 也因现实矛盾而难以实
施。虽说老人们对“常回家看看”
这样的“精神赡养”有着极大的刚
需，但顾及到子女的生活不易，大
多数还是忍住孤独，自我排遣，以

至有媒体报道重庆一老人因为孤
独，一年打110电话1483次，只为
找警察陪聊天。

从身体到精神， 中国老人都
迫切需要照顾和安抚， 但由于我
国目前家庭养老高达90%， 因此
社会养老的现状与养老需求不匹
配： 如老年人多种需求与老年服
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突出；
老龄人口服务管理与现行体制的
矛盾突出。 在一些城市，“一床难
求” 和养老公寓空置率较高的现
象同时存在， 一方面市内的公办
公营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排队
等床现象广泛存在；另一方面，一
些相对高端的养老公寓却入住率
偏低，经营状况欠佳。

“老有所终”， 这是一个理想
社会的应有之义。事实上，养老绝
非哪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事，养
老事业涉及医疗、经济，更涉及特
殊政策乃至法规等一整套制度设
计。中国养老的当务之急，是需要

政府、社会、社区、家庭都释放最大
的诚意和温情，政府应借社会之力，
建立与中国现状相适应的养老机制
和市场， 同时鼓励相关的社会组织
投入到服务中去， 并要努力将社区
的互助、服务功能发挥到最大功效，
如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社区养老
的模式已经开始起步，老人“空巢又
空心”的困境得到了一定的纾解。

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印发的
《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
项目的意见》，也提到将大力扶持专
业机构并鼓励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
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医疗护理、
精神慰藉等服务。鼓励和支持城乡
社区组织和相关机构为失能老年
人提供临时或短期托养照顾服务。
照顾好老年人， 是社会应有之温
情，只有在物质、文化、社会和精神
层面都得到保障，“空巢老人”才不
会继续以一个悲情符号的方式存
在于世上。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25日前往北京展览
馆，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
就展。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
年， 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
凡的5年。5年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团结一心，与时俱进，顽
强拼搏，攻坚克难，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人民生
活得到显著改善， 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要
广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重大成就、宝
贵经验，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振奋精神、砥砺
奋进、 再接再厉， 深入推进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 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
高丽参观展览。

下午3时45分， 习近平等领导
同志来到北京展览馆， 走进展厅参
观展览。 展览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主线， 安排设
计了10个主题内容展区和1个特色
体验展区， 充分运用多媒体和声光
电手段， 浓墨重彩展示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
的重大成就。

■据新华社

习近平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时强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观展览

———百姓眼中的新词汇

“小雨不积、大雨不涝、水体不黑臭” 全省海绵城市建设有序铺开

海绵城市：长沙力争15年建成典范

海绵城市

【试点】 暴雨期间
路面未现积水

从长沙城区沿着潇湘大道
一直往北， 行驶到望城区工农
路段时，你会发现，这里的道路
和之前看到的路面似乎有所不
同。人行步道上，是粗大颗粒的
沥青路面，尽管刚淋过雨，路面
只会让人略感湿润， 不会看到
有水渗出；人行道两侧，是呈缓
坡的大片草坪， 坡道底形成一
道凹陷的草沟，每隔几十米，草
沟中就会出现一个用天然卵石
围住的井口。

这里， 是湖南省海绵城市
试点城市———望城的道路试点
项目。 来自望城区海绵办的一
位负责人介绍， 人行步道上粗
大颗粒的沥青路面采用的是透
水铺装，雨水落下时，通过透水
路面渗入地下或旁边的草坪
中，当下渗超过负荷时，会经土
壤及卵石过滤后进入下部埋设
的盲管中， 最后汇入城市管道

排入一旁的雷锋公园湖水中。
望城区海绵办副主任李馨介

绍说，今年6月暴雨期间，他们专
门到现场进行了观察测试， 发现
路面基本上没有积水， 初期雨水
附着的大量污染物经过绿化植被
和土壤的下渗吸附后， 也实现了
达标排入周边河湖。

【长沙】 力争15年
建成海绵城市典范

这只是望城区诸多海绵城市
试点项目之一。 在望城区二环路
以北，雷锋大道、金星大道以东，
湘江以西， 沩水以南的31.4平方
公里滨水新城核心区， 多个试点
项目正在进行中。 这也是长沙市
建设海绵城市的一个缩影。 根据
2016年5月由长沙市政府办公厅
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的实施意见》，长沙将力争用
15年左右时间， 建成我国中部地
区特色鲜明、功效完善、产业健全
的海绵城市典范。

为了保障海绵城市建设
顺利推进， 长沙市高规格成
立了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市长为小组组长。今年
初，《长沙市中心城区海绵城
市总体规划大纲》 通过专家
审查。

【省内】 四城试点
探索可复制模式

根据省政府发布的《关
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
意见》， 综合采取“渗、 滞、
蓄、净、用、排”等措施，最大
限度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 将70%的降
雨就地消纳和利用，到2020
年， 全省城市建成区20%以
上的面积要达到海绵城市建
设目标要求； 到2030年，城
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
到目标要求。

2016年， 包括望城区在
内，湖南省共确定了望城区、

岳阳市、 津市市和凤凰县为湖
南首批省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城市， 要求各城市充分发挥试
点示范作用，“为全省海绵城市
建设探索出可复制、 可推广的
建设运营管理经验和模式”。

“下雨时吸水，干旱时释放水”，要让城市就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
暴雨等自然灾害时，都具有良好的“弹性”。自海绵城市建设提出后，我省积极行动，
目前全省有四城市正在进行省级海绵城市试点。在省会长沙，住建部门已经在各个
建设项目的前期阶段提出了海绵城市专篇设计要求， 以确保2030年可实现城市建
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国家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

■记者 叶子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