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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针”
是什么针
贵报 11 月 5 日医疗版刊
登《腰椎间盘突出可尝试“打
针”治疗》，其中讲到可通过
神经阻滞技术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请问这是不是就是
俗称的“打封闭针”？
（湖南平
江 王耀武 72 岁）
编 辑 曹 虹 回 复 ：您 的
理 解 有 误 ，二 者 不 是 一 回
事。神经阻滞疗法是目前治
疗慢性疼痛的基本手段，通
常是指将药物注入于脊髓神
经节、丛或神经、交感神经节
等神经附近，这些药物具有
营养神经、调节神经功能，扩
张病变部位微血管，改善病
变组织血液循环，达到治疗
疼痛或长期缓解疼痛的效
果。而封闭疗法俗称“病灶
注射”，是将止痛药注射于局
部痛点，起到止痛作用，一般
应用在肌肉、韧带、筋膜、腱
鞘 、滑 囊 、骨 纤 维 管 道 的 外
伤、劳损及退行性骨关节病
的治疗，如果长期大量反复
应 用 激 素 易 造 成 骨 脆 、脸
肿、
内分泌失调等并发症。
本报声明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
勿转载、摘编本报文字及图
片。如有侵权，本报保留法
律追究权利 。来稿一经本报
采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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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版、电子版等介质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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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
日，北京市民政局发布《关于
加强老年人照顾服务完善养
老体系的实施意见》，将享受
北京市老年人社会优待服务
政策的对象范围，
从 65 周岁及
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调整为 60
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受
益人群将再增加 110 万，预计
明年实施。
当一个城市对老年群体
的普遍性社会优待不再局限
于本地户籍老年人，并且在年
龄上由 65 周岁“下探”到 60 周
岁，已然可见政策释放的满满
善意。受益老年人由此增加
110 万，无疑也体现了一座城

市在优待老年人时“一个都不
能少”的温情与担当。而这样
的民生“大礼包”之所以能收
获颇多赞誉，与现实中老年人
优待权益尚未实现全面普惠
有关。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将“老年人”定义为“六十周岁
以上的公民”，该法亦倡导全
社会优待老年人，明确地方政
府和有关部门应制定优待老
年人的办法，逐步提高优待水
平。但很多地方在制定和执
行老年优待政策的过程中，往
往是以 65 周岁或更高为界限，
这使得很多 60-65 岁区间的人
虽然名义上是老人，实际却难

享老年优待。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的
老年人优待政策不断加码。
比如去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
下发《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
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为老
年人发了 20 项福利，
涵盖老年
人医、食、住、用、行、娱等方方
面面。在这其中，既有刚性要
求，又有鼓励倡导，但总的来
看，政策的初衷在于通盘考虑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多层次、多
样化需求，切实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大力促进老年人
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
也意味着我国开始迈向适度
普惠的老年人照顾服务体系，

老年优待对象理应从特殊群
体扩展到全体老年人。
在一个老龄人口急速扩
大的社会，相比已成社会共识
的尊老敬老的文明，制度上的
爱老护老更值得关注。此次，
北京市将老年人社会优待服务
的对象范围扩容至 60 周岁及
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这样的制
度安排，既有利于织密筑牢老
年人的基本民生保障网，确保
广大老年人共享改革红利，同
时也为各地创新、丰富老年人
优待工作提供了生动范例。
这种包容的雅量，也应当成为
老龄社会对待老年群体的基
本姿态。
八零九零露头角，
国企高管真年轻。
口口声声没问题，
剧情反转揭戏精。
干部年轻并无错，
何德何能须说清。
选贤任能有程序，
查处违规莫留情。
文/方知 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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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暖费”
有违消费自愿
最近，河南新乡县陆通龙园小区有居民向媒体反映，该
小区物业公司出台规定，对已入住且不缴纳供暖费用的住
户，要按供暖总费用的 30%收取“蹭暖费”。此前，山东莱芜、
辽宁沈阳、吉林长春等地也存在部分小区向业主收取“蹭暖
费”
的现象，
对此您怎么看？
如此规定涉嫌乱收费
暖气被“蹭”是因为供热
方式和住房结构决定的，
“蹭
暖”者并非主观恶意，用“蹭
暖费”来弥补热力损失过于
武断粗暴。
（网友
“刘云海”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
确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
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居
民完全有权利选择不开通暖
气，所谓“蹭暖费”于法无据，
与强买强卖无异。
（网友“男
儿当自强”
）
《合同法》规定供用热合
同参照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
定执行，但供用电合同没有
规定不用电者要支付电损耗
费，
“ 蹭暖费”涉嫌乱收费。
（网友
“安然”
）

开通暖气的用户分摊。如果
不开通的住户多，温度流失
是客观存在的，要达到一定
供暖温度，其他用户势必承
担更多费用。
（网友
“老鹏”
）
如果不开通暖气不缴
费，家里也挺暖和，会造成其
他正常用暖住户心理失衡。
（网友
“晴空万里”
）
还需有治本之策

诚然，热力供应有其特
殊性不假，但控制成本更需
要的是精细化管理，做好节
能减损措施，而不是将粗放
管理带来的成本转嫁给消费
者。
（网友
“报&友”
）
要避免“蹭暖费”带来的
口水战，关键还得靠技术升
级，比如安装热计量装置，实
行分户供暖，按需计费。
（网
防蹭暖有一定合理性
友
“豫-张全林”
）
如果任由住户以不使用
如果供暖环节中的“搭
暖气为由不缴纳费用这种现 便车”效应暂时不可避免，就
象蔓延，
最终很可能造成整栋 需要出台更为合理的收费机
楼无法供暖，
收
“蹭暖费”
有一 制，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可以
对“蹭暖”户收费，未达到一
定合理性。
（网友
“荞麦麦”
）
我们小区已供暖十年， 定温度则免费，从而兼顾各
（网友
“何勇”
）
全小区就一个总表，费用由 方利益。

西安一家国企高管太年轻引质疑
近日，
总资产1270亿元的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发布人
事变更公告，
公告显示，
新任董事长、
总经理李甜今年34岁，
另
两名新董事朱玥、
赵雪莹分别为 25 岁、
23 岁。西安高新区财
政局回应，
经查未发现 3 人有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社会关系。
但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日表示，
决定对3人停职并启动
相关法律程序。5日，
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局长王进杰被免职。

街谈巷议

“读报课堂”
益处多
为了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 到书籍报刊，但他们中有的眼
化需求，早在 2007 年开始，辽 神不好、
看不清楚字，
有的甚至
宁大连华顺社区就专门开办了 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要把一篇
“老年人读书读报课堂”，并安 篇文章“啃”下来，非常吃力。
排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 事实上，
即便老年人赋闲在家，
组成读书读报团，轮流为老人 对接触社会、了解外界的渴望
们读书读报。11 月 5 日上午， 同样强烈，
“读报课堂”正好能
我走进“读报课堂”，发现这里 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
早已坐满了老年人，氛围依旧
另一方面，
老年人也可以通
热闹。
过
“读报课堂”
结识朋友，
交流学
在推进
“文化为民，
文化惠 习以及生活经验，不至于有话
民”
的过程中，
很多地方都在尝 无处说；
而社区也能利用
“读报
试 各 种 各 样 的“ 全 民 阅 读 工 课堂”
了解社情民意，
倾听老人
程”，让书报进社区，这无疑值 呼声。
“读课课堂”不失为一个
得肯定。但也应该看到，虽然 良好的沟通平台，值得推广。
老年人现在能愈发便利地接触 （辽宁大连 陈永江 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