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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嫂”退休，那股劲仍在

国务院特殊津贴奖励多少钱

中国大爷幸福感高于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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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来自人社部的
消息，新一轮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人员选拔启动。“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的字样常见
于各类专家的名片和公示资
料中，到底什么人能享受呢？

“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发
放始于1990年。当年，党中
央、国务院决定，给作出突出
贡献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
发放政府特殊津贴，全国共
有 1200 多名作出突出贡献
的科学家、专家和著名的教
授、学者获得殊誉。津贴发

放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1991年6月，党中央、国
务院决定，给1万名做出突出
贡献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
发放政府特殊津贴。来自人
社部的数据显示，到2014年
底，全国有 16.7 万名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的人。

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还能获得一定经济奖
励。最初的津贴标准，是每
人每月 100 元，免征工资调
节税。从1995年起，对新选
拔的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的专家，改为一次性发放
津贴，当年的标准为 5000
元，此后逐步提高到2万元。

2004年起，特殊津贴被
定为两年评一次。按照现行
的选拔规定，分为专业技术
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两类。其
中，专业技术人才，主要是在
自己的工作领域有重大发明
创造、发挥重大作用、有特殊
贡献的人员。河南省委书记
谢伏瞻和江苏省委书记娄勤
俭，都是国务院特殊津贴的
获得者。谢伏瞻曾长期在国

务院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任
职，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
学奖。娄勤俭在原电子工业
部、原信息产业部任职20多
年，曾任工信部副部长，是一
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从2008年开始，高技能
人 才 也 纳 入 评 选 范 围 。
2016年，24岁的重庆姑娘聂
凤就因夺得国际“洗剪吹”冠
军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
（文/许腾飞）

1995年的“三八”妇女
节，上海 18 名纺织女工从
纺织业正式转岗上海航空
公司，成了当时轰动一时
的“空嫂”。如今，这批“空
嫂”已全部到达正常退休
年龄，但她们身上的那股
劲，对命运的把握，对改变
的适应，对人生的奋斗，仍
在继续。

18 人中，周慧琦 2012
年退休，2015年又被返聘，

重新回到了曾经让她激动
的空中乘务工作。和她同
样重上蓝天的还有曲中伟、
周燕萍和陈丽萍。周慧琦
笑称：“记得当年刚进上航
时，我曾随口一说：我们现
在是‘空嫂’，以后我们还要
是‘空奶奶’、‘空外婆’。现
在我们一起回聘的姐妹，有
的已经是奶奶和外婆，没想
到 20 多年前的说说，竟然
变现实了……”

告别蓝天的“空嫂”们，
则经常三五成群，约约郊
游，喝喝下午茶。“空嫂”们
退休后，看中她们的能力、
干劲、经验，找上门来想招
聘她们的，不在少数。她们
不少人也会做些事发挥余
热。张玉娥在春秋航空抓
培训，类似教务主任；邢薇
在一家外贸单位做内勤；樊
丽华在街道任职……（文/
郭泉真 图/施松蓉）

央视财经频道近日发布
《中 国 经 济 生 活 大 调 查
（2017-2018）》数据。这一
对全国十万个家庭的入户调
查结果显示，60 岁以上的男
性受访者有 46.00%的人感
觉幸福，比60岁以上女性受
访者高出近7个百分点。老
年女性的幸福感为何偏低？

调查：女性丧偶率高伴随孤独感

大多数老年女性的主观
幸福感低于老年男性，中国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也曾得出
这一结论。他们分析北京大
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
对65岁以上的9194位女性
及6826位男性的调查，总结
出几个主要影响因素：多数
老年女性退休金享有率低，
导致社会和家庭地位不如男
性；女性预期寿命更长，伴随
的是丧偶率高及独居率高，
导致“无人聊天 ”。

另外，老年女性遇事不
够想得开，也影响着她们的
主观幸福感。广东深圳 58
岁的颜华曾觉得自己很幸
福，丈夫主管一家企业，儿子
是海归留学生。然而5年前
儿子因车祸去世，颜华日日
以泪洗面，而丈夫不愿一直
沉浸在痛苦中，与她离异开
始了新的生活。

个案：从不幸迈进幸福的门槛

央视的调查显示，虽然
老年男性的幸福感高于老年
女性，但自我感觉幸福的人
也未达半数，老年群体的幸
福感整体不高。不过，不少
老年朋友都在努力寻找属于
自己的幸福。

10 年前，湖南怀化的汪
翠萍在外人看来是不幸的，
老伴病逝，两个儿子都不愿
接 她 同 住 ，她 也 很 恐 慌 ，

“怕没人照顾终老”。8 年前

因为一次意外摔跤，汪翠萍
搬进了养老院，却“一步踏进
了幸福的门槛”。“我现在日
常有人照料，养老院里有不少
课程让生活很充实。”汪翠萍
说，有老朋友说她傻，不让儿
子照顾，她却想开了，“外人看
来和儿子住才幸福，其实到底
好不好，自己感觉最重要”。
最近，养老院里还有位年龄相
仿的男士向汪翠萍示好，“我
感觉自己仍被宠爱”。

对江苏扬州 68 岁的陈
京辉来说，老了还有价值，就
是自己最大的幸福。从金融
行业退休后，他主动帮老伴
料理家务，弥补工作时聚少
离多的遗憾。他还在社区里
义务做起了老年理财咨询，

“利用所长实现价值，这让我
觉得很幸福”。

专家：多交朋友多爱自己

如何提升主观幸福感？

国家二级婚姻家庭咨询师钟
云燕认为：“老年朋友的幸福
感和家庭密不可分。”她建议
老年人可多利用社交网络拉
近与家人的联系，“许多老年
人喜欢转发‘鸡汤文’，含蓄
表达自己对儿女的关心与爱
意，却往往遭到儿女反感。
我建议他们可以更加直白，
转发时附加一些感言，如‘孩
子，爸妈爱你，想和你分享’，
能够得到儿女的积极反应，
从而提升幸福感。”

“多给自己一些积极的
心理暗示，也有助于提升幸
福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朴凌娜表示，要学会控制自
己的情绪，人到了这个年纪 ，
心胸要放宽阔些。

心理专家还提醒老年朋
友，要学会爱自己，多参与户
外活动，广交朋友，跟朋友一
起跳跳舞，散散步，都能有效
提升幸福感。（本报记者鲍杰）

多吃膳食纤维
改善Ⅱ型糖尿病

本报讯 上海交通大学研
究团队 9 日在世界顶尖杂志

《科学》发表论文指出，通过摄
入多样化的膳食纤维，可使肠
道内特定的有益“生态功能菌
群”增多，促进胰岛素分泌和提
高胰岛素敏感性，进而改善Ⅱ
型糖尿病。（文/陈斯斯）

山东省卫计委明确
老年人就诊优先

本报讯 山东省卫计委近
日印发的相关文件规定，60周
岁以上老年人去二级及以上医
疗机构看病可享受全程优先诊
疗服务；医疗机构设“老年人就
诊服务处”，专人负责，并为80
周岁及以上需要帮助的老年人
提供陪诊。（文/孙镇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