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新闻

本报9月2日讯 今天，记者从
南航湖南分公司获悉，9月开学后，
航空市场逐步进入平季，长沙出发
前往全国各地的机票折扣大都在
3-5折左右。9月13日—15日为中
秋假期，节日期间大部分长沙出发
航线价格较低，如长沙飞北京在中
秋节当天最低只要500元。 而月底
临近国庆节机票价格均有所上扬，
同样长沙飞北京9月30日机票最低

价格为1020元起。另外，9月末国庆
前各航线机票价格涨幅在1-3折左
右，部分航线如长沙飞南京、成都
等机票较为紧张，目前暂无折扣。

南航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
以上价格不含税费，需要更多更新
的航班折扣信息请问询南客服电
话95539， 或登录南航官网www.
csair.com查询。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莫春桥

本报9月2日讯 今日，记者从
长沙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接待
大厅咨询获悉，根据国家移民管理
局近日发布的提示，现用的本式往
来港澳通行证将于2019年9月13
日全部失效，市民需重新办理卡式
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往来港澳
市民不仅需要持用有效的往来港
澳通行证，还要办妥有效的赴港和
赴澳签注。出入境管理部门签发最
后一批本式往来港澳通行证的有
效期限是2019年9月13日。目前已
不再为持用本式往来港澳通行证
申请新的签注。

如何重新更换或者办理卡式

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内地居民可
以在全国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
请办理， 办证费用是每证80元，市
民可以通过政务服务平台包括服
务网站、移民局APP、微信及支付
宝小程序预约申请。

在长沙， 还有更为方便的方
式， 市民只需先关注便民服务桥
公众号， 在上面预约办事时间和
地点，再按预约时间到预约地点，
提交相应材料并缴费， 可节约办
事时间。“湖南省内非长沙户籍和
非湖南省户籍的居民， 都可以在
长沙办理。”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曹楚如 吕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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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老年“失能”，中年就该开始了
我省脑血管疾病引发的失能老人比例高 中年人应及早对心脑血管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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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称
为“失能老人”。按照国际通行标准
分析，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
室内走动、洗澡6项指标中，一到两
项“做不了”的，定义为“轻度失能”;
三到四项“做不了”的定义为“中度
失能”;五到六项“做不了”的定义为
“重度失能”。引起老年人失能的危
险因素包括衰弱、肌少症、营养不
良、视力下降、听力下降、失智等老
年综合征和急慢性疾病。不适合老
年人的环境和照护等也会引起和
加重老年人失能。

“我在饭店做保洁的工资，还不够请保姆的钱，只好辞
了自己回家照顾。”换成人尿片，洗漱，喂饭……75岁的母
亲4年前成为失能老人后， 市民罗喜连每天都在重复做着
这些事情。家里少了一份收入，经济压力陡增；抱着母亲上
下床，罗喜连的腰椎盘突出常犯，可为了母亲能安享晚年，
她只能咬牙坚持。

老人身体失能，除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更对老人的心
理健康造成冲击，同时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照护压力。预防
失能很重要，为增强全社会的失能预防意识，降低老年人失
能发生率，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组织编写了《老年失能预防
核心信息》。湖南失能老人情况如何？怎样预防老年失能？9月
2日，记者进行了走访了解。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莉 张维夏 实习生曹紫瑶

父亲早逝， 弟弟患尿毒
症靠低保度日， 母亲一直跟
着罗喜连生活。 前些年老人
身子硬朗，帮着她照顾孩子，
还负责家里的大半家务，罗
喜连就在一家酒店做了10多
年的保洁。可四年前，老人在
家里摔倒， 送到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治疗， 被确诊为脑
卒中，右侧身体瘫痪，此后生
活基本不能自理。

“那时候保姆大概2200
元一个月吧， 我请了一个，结
果去年涨到了3200多元。”罗
喜连做保洁的工资，大概3000
元，自己赚的还不够请保姆，加
上母亲的情况愈加严重，她便

辞了职专门在家里照顾。
“经济压力增加不少，但

最让我吃不消的， 是腰痛。”
罗喜连坦言， 自己常年在酒
店弯腰拖地， 本来就患有腰
椎盘突出， 现在每天搬着90
多斤的母亲上下床， 经常痛
得直不起腰。 她后来又想去
请保姆， 结果以前的保姆不
干了，再到家政公司去，一听
是照顾失能老人， 工作人员
总婉言称“不好找”，最后不
了了之。

“看着床上造孽的老人，
想到我自己的身体差， 心里
真不好过， 人老了怎么这么
难？”罗喜连忧心不已。

1996年， 湖南省就进入
了老龄化社会。 根据湖南省
民政厅、 湖南省老龄办发布
的2017年湖南省老龄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截至2017年底，
全省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
832.86万， 占全省常住人口
总数的12.14%， 较上年度上
升0.39个百分点。 全省有80
岁以上高龄老人 158.25万
人，90岁以上高龄老人13.58
万人，百岁老人2383人。

当前我省老年人口除了
基数大，且增速快，高龄空巢
趋势明显， 老年人健康状况
堪忧。记者了解到，慢性病已
经成为影响老年人群健康的
主要因素， 我省约70%以上
老人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
慢性病， 且患病者年轻化趋
势明显。同时，我省失能和半
失能老年人占比达20%，需
要专业的、适宜的、便捷的医
疗和护理服务。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周妮娜
表示， 湖南省失能老人群体
中， 脑血管疾病引发的患者
比较多。 她解释， 湖南人的
生活习惯中， 饮食比较重油
重盐， 脑血管病的发生比较
高。 脑血管病发生后， 病人
会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例
如瘫痪，智力下降，失语等，
因此导致脑血管引发的失能
老人比例较高。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我
省城乡老人失能出现了稍微

的“差异”。因为文化程度、宣
传氛围等不同， 城市老年居
民明显比较重视身体健康，
会听从医生的指示， 或者自
己获取一些保健的知识，老
人可以主动调节饮食， 适当
运动； 感觉自己出现健康风
险时，会寻求帮助。周妮娜坦
言，而农村老人不一样，哪怕
身体出现中风等不适， 到了
医院后医生把注意事项交代
下去，他也不会听，回去后还
是“我行我素”，造成更加严
重的后果。

实例
失能对老人和家庭的“多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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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占比达20%

我省脑血管疾病引发的失能老人比例高

特点

建议

“预防老年失能不仅是老年
人，中年人更应该注意。”湖南省
人民医院老年综合科三科主任廖
斌建议，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按
时吃药，及时检查；不要太沉迷于
保健品，多增加食物中的营养，适
当地进行锻炼， 增加肌肉和肌肉
的力量。在平时的生活中，控制血
压，预防心情起伏太大，不要跌倒
受伤。

对于家庭、职场压力双重，且
身体机能下降的中年人， 廖斌坦
言， 更应该注意“失能预防”。目
前，不少中年人患有慢性病，身体
提前“失能”，这是非常危险的。建
议这个群体改善不良的生活习
惯，少熬夜，不酗酒，戒掉宵夜和
高油高盐的食物， 及早对心脑血
管进行保护。

周妮娜医生补充， 中年人的
身体关节、颈椎保护要重视，注意
用电脑、用手机的姿势，结合运动
来调解身体， 不要让这些重要身
体部位“早衰”，老年后会对健康
埋下巨大隐患。

预防老年失能
中年就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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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紧换证！本式港澳通行证即将失效
市民请及时办理卡式电子往来通行证

9月长沙飞全国各地机票3-5折

本报9月2日讯 上周，在雨水
和冷空气的双重作用下，湖南的高
温天气解除。今天正式开学，长沙
也终于有了点秋的味道。气象部门
称，未来一周，气温较为清凉舒适，
降雨南多北少。 出门注意温度变
化，及时调整衣着，以防感冒。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
全省大部分地区秋高气爽，受台风
低压影响，7日～8日南部地区有一
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发生。 其中3日
白天：长沙、邵阳、衡阳、湘潭、永

州、郴州及株洲阵雨转多云，其他
地区多云。3日晚到4日白天： 湘东
南阴天间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
云。4日晚到5日白天： 湘东南阴天
间多云有阵雨，局地中雨，其他地
区多云。6日至8日： 湘中以南多阵
性降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偏低，
较为清凉。 其中3日最高气温湘南
29℃～31℃，其他地区31℃～33℃，
最低气温湘西20℃～22℃，其他地
区22℃～24℃。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戴帅汝

未来一周秋高气爽，7～8日湘南强降雨

何为“失能老人”

9月2日12时许，慈
利县零阳镇金龙村，一
辆满载沙石的渣土车在
下坡拐弯时因操作不当
翻落至高达数米深的悬
崖下，司机受伤被困。慈
利县消防救援大队接警
后立即赶赴现场，经过1
个多少时的紧张救援，
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
随后送往医院进行救
治。 魏咏柏 摄影报道

成功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