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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一堆请柬，乐呵

航天员赴大漠开展“荒野求生”训练

防父母受骗，子女们操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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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收藏者众，喜爱收
藏请柬的人却不多。江苏扬
州的阮锡开从 1986 年开始
收集请柬，36 年来收藏数千
张。从起初民间吉祥如意图
案的“简易版”，到如今烫金、
压模、折叠、镂花的“精美版”，
一张张请柬，不经意间见证

了时代的变迁。
阮锡开出生于 1939 年，

先做了 15 年老师，后来任建
行建筑经济科、基建投资科
负责人。工作中，他经常收
到施工单位邀请，参加工程
开工、竣工、验收等财政监督
活动。一次，收到请柬后，他

看到封面上图案古色古香，
就收藏了起来。从那以后，
阮锡开不但收集自己收到的
请柬，还请同事、亲友帮忙收
集。这些请柬，有工作上的，
有结婚的，还有办寿的等，样
式丰富多彩，见证了岁月流
转。（文、图/刘峰生）

近日，我国第三批18名
航天员赴巴丹吉林沙漠开展
野 外 生 存 训 练 。 这 是 继
2018 年我国首次在着陆场
区沙漠地域组织航天员野外
生存训练之后，中国航天员
再赴大漠，开启为期10天的
真实版“荒野求生”。

在被誉为“沙漠珠穆朗
玛峰”的巴丹吉林沙漠深
处，身穿舱内航天服的航天
员以 3 人乘组形式，需在 48
小时内模拟经历从返回舱

着陆后航天员自主出舱、报
告着陆位置、等待救援并利
用现有物资进行自救，直到
被成功搜救的全过程。航
天员乘组在空间站执行任
务期间，若出现意外情况需
要紧急返回，有可能无法精
准降落到原定的着陆地点，
而是飘落至事先难以预料
的地点。沙漠野外生存是
航天员必须掌握的一门救
生技能。他们在野外可能
会遇到种种意外情况，需紧

急进行自救；若通讯设备失
灵还需点燃篝火与外界取
得联系，甚至还会有面临与
毒蛇、猛兽进行搏斗的可能
性。此外，食物补充、饮用
水获取也是野外生存的必
备本领。

沙漠救生训练的难点不
仅在于沙漠的自然环境严酷
艰苦，更在于可利用的自然
资源和航天员现有的水、食
物及其他物资相当有限。由
于每人只配发5公斤饮用水，

航天员甚至不敢大口喝水，
必须精打细算。为了轻装上
路，他们还要在保证生存需
要的前提下对携带的物资作
合理取舍。此外，在野外生
存训练中，航天员需克服大
风扬沙、烈日高温、降雨降
温等恶劣气象条件的考验，
真实体验沙漠的自然环境，
同时进一步验证救生物品
配置的合理性，为后续设计
改进提供依据。（摘编自《北
京晚报》）

北京28条适老举措
年内落地见效

今年是北京市切实解决老
年人“数字鸿沟”问题三年工作
任务收官之年。该市将全力推
动扩展健康宝AI助老应用，开
展“物业服务＋养老服务”试
点，推进居家高龄老人照护监
测服务，提升居家养老信息化、
智能化水平，便利老年人就医
挂号、就医结算，加强老年人应
用智能技术培训，共有28条具
体措施将落地出实效。（摘编自

《北京日报》）

全国老年健康
宣传周活动将开展

为协同推进健康中国战
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切实提高老年人健康
素养和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
联合印发通知，将以关注老年
人营养健康为重点，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至 7 月 31 日组织
开展2022年全国老年健康宣
传周活动。今年的活动主题
是“改善老年营养，促进老年
健康”。（摘编自《潇湘晨报》）

当你在微信群和老伙伴
讨论小区各种保健品“福利”
时，你的子女或许正在为防
止父母受骗而与人结盟。最
近，记者所在的小区业主群，
每天都有年轻业主讨论父母
买保健品被骗的事。后来，
他们紧紧抱团，组建了一个
防骗联盟。

父母买保健品受骗频频

“我妈在小区楼下艾灸馆
着魔了，每天4点多起床，5点
钟去抢位子。最近，她又买了
一把3000多元的艾灸凳。我
怎么说都不听，该咋办？”业主
群里，关于保健品话题的讨论，
起始于业主“小娟”的求助。

这条求助在群里激起千
层浪。业主“梅子”首先回应
说：“我妈妈也天天去。最近
艾灸馆在卖松花粉，我妈手都
抠破皮才抢到两包。她说，
小区的老太太都抢疯了。”很
快，越来越多的业主参与讨
论，“声讨”父母买保健品的
事。莫娜说：“去年，我妈妈
买蜂胶胶囊，我劝她别买，她

差点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后
来，我帮她验货，发现都是假
的，但门店早关了。我妈还
给我买了玉石床垫，大价钱，
堆在了家里。”还有业主说，
父母要从理疗店买一台 1.2
万元的按摩椅，被他们拒绝
后，大发雷霆……

莫娜透露，母亲微信里
有一个“养生福利群”，群里
都是小区里的老年人，每天
交流信息，“小区附近哪里又
开了新店，哪个店最近搞活
动，哪个店可以免费领福利
……我妈妈还经常在群里找
人帮忙排队”。

在业主群，记者留意到，
子女们之所以对父母买保健
品“义愤填膺”，是因为他们
买到的东西大多是三无产
品，并且根本不值那么多钱。

结盟倡议得到众多响应

“父母们组团买保健品，
我们就结盟防骗吧！”很快，
业主群有人发出倡议，响应
者很多。这个“父母防骗
群”，目前已有47名成员。

群主莫娜说，防骗联盟
组建以来已多次采取行动。
莫娜最先做通自己母亲的工
作。她通过母亲微信群，基
本掌握了小区附近保健品店
的信息，并以母亲的身份在
群里提醒：“领福利的同时要
警惕钱袋子。”根据群友提供
的信息，身为会计的“菲菲”，
将小区附近保健品门店的名
单制成表格共享到群里，供
大家帮父母避雷。此外，“菲
菲”对各位父母买保健品上
当的案例进行总结，发到群
里，让大家用来劝谏父母。

此外，防骗联盟还制作
了一幅防骗海报，请物业公
司帮忙张贴在小区门口，“让每
个进出门口的老人都看到”。

建议联盟成员分工合作

防骗联盟成立半月来的
行动，已经初见成效。“小娟”
趁母亲去听“讲座”时，偷偷
跟着拍下照片和视频，随后
向管理部门举报，“最近他们
搞所谓的讲座总算收敛了
点，人也没那么多了”。莫娜

表示，她们正在与社区接洽，
商量请派出所民警来做防骗
讲座。莫娜还鼓励自己母亲
到时上台“现身说法”。

其实，子女组建联盟防
止父母买保健品受骗，49岁
的四川成都人陈杰早已尝
试。2017年，陈杰发现父母
买保健品被骗超过 100 万
元，就决定成立防骗联盟。
陈杰组建了“保护伞乌托邦
守望者”的微信群，300多名
父母受骗的子女聚集在群
里，商量如何维权及防骗。
陈杰说，防骗联盟的成员最
好进行分工，“比如有人负责
将骗局分类，不同骗局有不
同应对方式；另外，还得有人
负责为维权支招，不同的骗
局要投诉到不同的部门”。

此外，陈杰建议子女们
对父母采取有效的措施。“首
先还是要多花时间陪伴，减
少父母被骗概率。另外父母
迷信权威，可以把官方报道
和处罚拿给他们看，让他们
打心里觉悟。”陈杰说。（本报
记者王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