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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常备5个节水桶，洗衣水、淘米水都能二次利用；不用的电器及时拔插头

过日子，不妨学学这位“抠门”的刘娭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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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3日讯 9月12日是预防
出生缺陷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同心
抗疫，护佑新生”。12日上午，在湖南省
卫生健康委妇幼处的指导下，“长沙市
预防出生缺陷培训班” 在湖南省儿童
医院顺利举办。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
湖南省儿童医院有涵盖先心病、 地中
海贫血、结构畸形疾病、遗传代谢病等
300余个病种的多个公益慈善救助项
目，湖南出生缺陷患儿可申请救助。

培训班上， 省儿童医院院长赵卫
华表示， 出生缺陷的发生不仅影响儿
童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还会给家
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预防和减
少出生缺陷，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长沙妇幼保健院副院长贺骏介绍，
预防措施是减少出生缺陷的一个重要方
面，出生缺陷预防措施主要分为三级。

一级预防措施主要针对备孕妇
女，包括避免大龄生育、合理营养、健
康生活习惯、谨慎用药、及时接种风疹
疫苗、避免接触高温环境、改变不良生
活习惯等措施；

二级预防措施主要针对怀孕妇
女，包括产前筛查和诊断、宫内治疗和
选择性终止妊娠， 其中产前筛查包括
血清学产前筛查、NIPT筛查、 耳聋基
因筛查、地中海贫血筛查、超声筛查。

三级预防措施主要针对已出生新
生儿、婴儿等，包括新生儿筛查、内外
科治疗和康复等， 帮助出生缺陷患儿
及时得到治疗和控制。

据介绍， 省儿童医院现有涵盖先
心病、地中海贫血、结构畸形疾病、遗
传代谢病等300余病种的10个公益慈
善项目救助贫困出生缺陷患儿，2019
年医院为约1200名患儿资助了2000
万元。如有需要可拨打咨询电话：

0731-85356848（工作时间），
0731-85356114（休息时间）。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王幸

夏季是居民家中用水用电的
高峰期，今年8月，湖南电网用电
负荷创历史纪录，最高达3332.2
万千瓦。 家住长沙市芙蓉区丰泉

家园的刘白云娭毑是个生活节能达人，今年夏季，刘娭毑
家平均每月水电费总额却不超过130元。

谈及节水节电的小窍门，刘娭毑表示，自己家中常备5
个节水桶，用于收集可二次利用的生活用水，“节约水电是
一种好习惯，哪怕水电费不贵也不能浪费。” ■记者 周可

刘白云娭毑今年68岁，和
丈夫两人住在丰泉家园面积约
120平方米的房子里。刘娭毑家
的洗衣机旁依次摆着三个节水
桶，“能手洗的衣服我们都尽量
手洗，机洗时会将最后一次漂洗
脱的水接在桶里，用来搞卫生或
者冲厕所。” 家中另外两个节水
桶分别摆放在厕所和厨房。

除了洗衣水， 淘米水也被
刘娭毑发挥了最大价值，“每次
煮饭的淘米水我都留着， 用于
洗当次的碗筷， 最后才用自来
水将碗冲干净， 这样洗碗连洗
洁精都不用。”如此下来，每天，

刘娭毑家的5个节水桶都能盛
满，每月至少可省2吨水。因此，
刘娭毑家每月水费都只有二三
十元。

“小时候家里穷，每天从资
江里挑水用， 所以从小就知道
水来之不易， 养成了节约用水
的习惯。”刘娭毑的老家在益阳
市桃江县，1968年来到长沙，
成家立业之后家庭条件变好
了， 但一直保留着节约用水的
好习惯， 即使现在老两口每月
有一万元左右的退休工资，家
里常备的5个节水桶依旧没
“退休”。

节水
常备5个节水桶，洗衣水、淘米水都能二次利用

“节约本就是一种习惯，而
不是刻意的行为， 尤其是有小
孩的家庭要注意引导孩子的节
约意识。”家住长沙市开福区的
杨女士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
任教时她就注意引导学生们养
成节约的好习惯， 做到人走关
灯。杨女士发现，现在不少家长
习惯性的惯着孩子， 孩子在无
自主意识地情况下就养成了浪
费粮食或是浪费资源的习惯。

“现在的孩子们大多都成
长在一个不愁吃穿的环境下，
因此家长更需要引导孩子形成
节约资源、 尊重自然的意识。”

杨女士家中有许多利用矿泉
水、 废纸箱做成的收纳盒或储
物瓶，“这些都是我在网上看视
频学到的， 家里刚上小学的孙
女看到之后感慨奶奶有双巧
手，也尝试用‘废品’做一些手
工活。”

退休后， 杨女士通过手机
学习了很多生活中节约资源的
小窍门，“比如夏季出门前十几
分钟就提前关闭空调， 煮饭前
先将米浸泡半小时等， 其实有
很多生活中很容易就做到的小
妙招， 节约资源也不是那么难
的事情。”

“长者餐厅”：每天为老人送上热乎饭
长沙县：政府补贴，老年人配餐助餐试点已服务百余户

出生缺陷患儿
可申请救助

9月12日，在湖
南省衡阳市南华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
参赛选手在进行心
肺复苏急救技能操
作比赛。 当日是世
界急救日， 南华大
学举办大学生临床
技能比赛， 来自该
校附属医院和教学
医院的大学生比拼
临床急救技能，提
高急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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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利用
看视频学习节约资源小窍门

除了节水， 刘娭毑在用电
方面也是精打细算， 不用的电
器及时拔插头， 晚上通常开小
灯照明，空调也很少打开，今年
目前用电量最多的一次是2月，
电费也仅为151元。前段时间，
刘娭毑得知一个邻居家开了两
天空调，电费就高达上百元，笑
称“你不如和我一起去乡下旅
游避暑去”。

虽然刘娭毑在使用水电方
面十分“抠门”，看到浪费水资

源的现象会觉得心疼， 走在外
面如果看到水龙头没拧紧也会
立马动手关好， 但这并不影响
她享受生活的乐趣。

刘娭毑的儿子担心老两口
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 也曾劝
她不必要太节省， 但在刘娭毑
看来， 虽然自己现在过着衣食
无忧的幸福生活， 但浪费却是
不应该的事，“趁自己还能做
到，能节约的坚持不浪费，不能
因为日子幸福了就浪费资源。”

节电
精打细算，不用的电器及时拔插头

本报9月13日讯 “康爹
爹，我们送餐来了，您开下门
咯！”9月12日中午，康怡养老
公寓工作人员站在长沙县星
沙街道灰埠社区8栋90号楼
下，给住在3楼的康紫健和韩
爱纯老人打电话，不一会儿，
康爹爹便笑盈盈地打开门，
开心地接过工作人员手上的
饭盒。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今年开始，长沙县开展老年人
配餐助餐试点工作，每个点给
予8万元的补助， 老年人可以
用低于市场价格享受送餐上
门或集中就餐服务。

低价餐送上门
老人吃饭不再犯难

近年来，长沙县老年人群
不断增加，60周岁以上的老
年人近15万人， 占户籍人口
18.8%。部分特困、空巢、高龄
老人“吃饭难”问题突显，特别
是独居失能、半失能老人就餐
质量不高。

康紫健和韩爱纯老人分
别已有84岁、77岁了，因为年
事已高， 子女又不在身边，买
菜做饭就成了他们每天的一
大难事。不过，从今年7月1日
开始，经两位老人申请，他们
顺利成为长沙县“长者餐厅”
的首批服务对象，开始享受低
价送餐上门服务。

谈及“长者餐厅”，康老和
韩老两人便止不住夸赞：“价
格便宜还送上门， 不仅花样
多， 也很合口味哩！” 韩老介
绍，以往自己做饭，不仅需要
经常上下楼梯出去买菜，而且
往往也做得比较简单，如今自
己每天只需在上午11时和下

午5时前回家， 便能有可口多
样的饭菜吃，花费不多，生活
却轻松了不少。

已有100余户老人
享受配餐助餐服务

长沙县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全县已在星沙
街道凉塘路社区、 望仙桥社
区、灰埠社区、泉塘街道泉塘
社区、 湘龙街道中南社区、长
龙街道长界社区、 梨街道
陶公庙社区、 黄花镇东塘村、
黄兴镇长轴社区试点，按照老
人自愿原则，共有100余户老
人享受配餐助餐服务。

“长者餐厅”的“银发助
餐” 每餐价格按12元的标准
设置（补贴前），每位助餐对
象每餐按两荤一素一汤的
标准配置。助餐配餐服务项
目由县民政局福彩公益金
一次性补贴8万元， 补贴后
收费标准为：原则上试点社
区特困老人、70周岁以上的
低保、空巢、失独和重度残疾
老人3元/餐， 60周岁以上老
人7元/餐。

特困、低保、高龄、空巢、
失独、残疾老年人中失能半失
能对象需送餐上门的，配送费
由镇（街）解决，其他需送餐上
门的，配送费自理。

“近几年， 长沙县投入10
亿余元用于养老事业发展，硬
件设施已全部完成。” 长沙县
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
将着力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提
高规范化专业化管理水平，让
老年人享受更有品质的养老
服务。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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