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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演员快乐老人大学授课
11 日是快乐老人大学召
开首次教师座谈会的日子，主
题是“快乐教学与温馨服务如
何结合”，众多业内大咖将出
席。这些教师将在快乐老人
大学又一新校区长沙市开福区
四方坪街道科大景园校区授
课。即日起，科大景园校区启
动招生。

位六段，
国家一级武术运动员，
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多次荣获
全国太极拳赛第一名，
2009 年
受到前国家领导人李铁映接见
并陪同习练太极拳。绘画老师
李素君、
书法老师陈亚清、
葫芦
丝老师杨理良、
摄影老师肖克、
舞蹈老师梁娟，都是各自领域
协会的理事或会员。

国家一级演员携大批精英前来

媒体总编辑教授写作课程

声乐课是中老年人最喜
爱的课程之一，而中老年人学
声乐，来快乐老人大学科大景
园校区准没错，这里集结了超
强师资力量，如声乐提高班请
来了国家一级演员吴壮贵先生
授课。1995 年，
吴壮贵参加长
沙市
“最佳歌手”
比赛一举夺魁，
1996 年，
他被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评为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
之一，
被人称为最年轻的
“男高
音歌王”。除了吴壮贵亲自授
课，湖南省音乐家协会男高音
联盟的其他老师也会来科大景
园校区上课，他们个人唱功了
得，
教学经验也非常丰富。
不止声乐，传统的各类课
程，科大景园校区的授课老师
也都是业内行家。太极养生课
的谢潇老师，别看她今年才 32
岁，但她是湖南省太极拳运动
协会委员、
教学部主任，
武术段

为了开设中老年朋友喜爱
的课程，
快乐老人大学的工作人
员在 2017 年 12 月走访了几百
位中老年人，
以问卷调查的形式
收集建议。快乐老人大学科大

景园校区除开设声乐、
舞蹈等常
规课，
还精心设计了手工制作、
阅读与写作等特色课程。
这些特色课程同样会由行
业大咖教授，比如阅读与写作
课是由资深传媒人隆国东主
讲。隆国东曾任潇湘晨报执行
总编辑、红网总编辑，酷爱读
书，
活跃于各大社交平台，
喜欢
推荐各类好书。实用针织课的
授课老师是欧沛琼，她是湖南
省女红协会副会长、湖南省工
艺美术协会会员，热衷钩编 40
余年。形体礼仪老师杜青、
老年
瑜伽课老师孙婷、
中国结课老师
陈妙华、
串珠课老师徐婧，
也都

报任意 2 门可获赠 1 门课程
快乐老人大学科大景园
校区即日起启动招生，长沙市
内凡身体健康、
无重大疾病、
年
龄在 45 周岁以上者都可报名，
报任意 2 门课程可获赠 1 门课
程，赠送课程系阅读与写作、
智能手机基础班和智能手机
提高班中的任意 1 门。
快乐老人大学科大景园
校区位于长沙市德雅路科大景
园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二楼，咨
询 电 话 是 18673167138 和
17373141685。
（本报记者王宇）

本报讯 长沙市有市
民洗澡洗到一半没气了，
株
洲市民排长队买天然气
……近段时间，
全国天然气
供应紧张，我省部分小区、
写字楼用气受到影响，不
过，
居民用气无需担心。
长沙新奥燃气公司介
绍，8 日起，高峰用气时段
（11 点至 13 点，17 点至 20
点）长沙市将采取错峰用气
措施，
但不会停居民用气；
此
前长沙市一些小区用户说
无气可用，
是气温骤降导致
城市用气需求负荷过大，
个
别小区在用气高峰期间出
现户内气小的情况。株洲
新奥燃气公司也表示，
目前
株洲市燃气储备充足，
市民
不必扎堆充值。
同时，
国家也进一步上
调了湖南天然气分配指标，
湖南新增天然气 100 万立
方米/天，
湖南民生用气可保
“无忧”
。
（文/陈驰 彭雅惠）

夜尿多专方

尿频夜尿多害苦老年人。
国 药【参 鹿 扶 正 胶 囊】
（准 字
20025119）二十味中药大方；扶
正固本，
滋阴助阳；
补脾益肾，
收
缩盆肌，
利于膀胱调节功能改善，
针对性治疗老年人阴阳两虚所
致尿频夜尿多，
疗程用效果佳。
咨询
订购：

0731-83575186 免费
送货

青药广审
（文）
第2016010004号 青海鲁抗大地药业 OTC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多地出台居家养老惠民政策
本报讯 长沙市政府办公厅日前
发布《支持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若干
政策（试行）》，长沙将通过给予建设
补贴、设施改造补贴、运营补贴、入住
费用补贴等方式，
“真金白银”支持居
家养老服务发展。
长沙市明确，每个区县（市）要打
造 1-2 家示范性 AAAAA 级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在 800 平方
米 以 上 ，由 专 业 机 构 运 营 管 理 ，融
“医、养、康、学、餐”为一体，整合健康
医疗、白天照护、中医康复、老年餐
桌、上门服务、老年大学、智慧养老等
多项服务内容。市级给予 30 万元的
一次性建设补贴和每年 15 万元的运
营补贴，区、县（市）级补贴标准应不
低于市级；同时，支持养老机构和社
区公共服务中心增设功能，向老年人
免费开放。到 2019 年，所有城区养

是各自领域的知名专家。

全省民生用气无忧

老机构增设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功
能，所有区、县（市）社区公共服务中
心增设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功能。
长沙市还明确支持公办养老机构优
先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入住；将长沙
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和长沙市老年公
寓列为评估轮候单位，优先保障重点
优抚对象、失独家庭、市级以上劳模
或见义勇为称号获得者、无子女低收
入等四类特殊困难老年人入住。
此前不久，湘潭市已经出台了居
家养老方面的具体支持政策。湘潭
市发布的《湘潭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
全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健康发展
的实施意见》，包括了 19 条养老惠民
政策，如开展老人康复辅助器具公益
租赁服务试点、支持老年人短期照护
中心建设、探索建立老年人亲情陪护
制度。
（文/朱敏 周通）

趋势：
外派人员出事家政公司担责
本报讯 长沙市家庭服务业协会 家政服务不够职业化，没有标准；对
会长匡力平近日表示，长沙市家协正 家政公司的投诉主要是对服务质量
在建设“长沙家政诚信标准化体系”， 不满意在投诉后换人服务不及时，出
预计今年 3、
4 月间可正式运行。该系 了服务质量等问题后家政公司不愿
统建成后，所有家政服务员都必须进 主动承担责任。
行实名制注册，家政员身份有无犯罪
“派出人员出现问题，由家政公
记录可查询，家政员培训职业资格证 司承担连带责任，甚至是主体责任，
书可查询，
家政服务可溯源。
这应该是大势所趋。”匡力平预测。
匡力平表示，当下家政公司招聘 （文/罗雅琪）
家政人员，往往就是看下身份证、培
训证、职业资格证，并将复印件留档， ■相关链接
存在着一些漏洞；而且，家政公司普
需家政服务拨96360
遍是以“中介”的形式收取家政服务
请保姆、修家电、开换锁、搞卫生
员的少量佣金，双方的联系极为松
如果您需要家政服务，
散。根据调查，目前长沙市对家政员 ……临近年关，
投诉排第一的是服务等级弄虚作假， 请拨打快乐老人报 96360 服务平台服
服务有保障。
第二就是对服务质量不满意，第三是 务电话0731-96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