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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老有所养，吃饭成了头等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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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餐厅”：破题居家养老

设老年助餐点，
可获
2万元启动资金
多亏本经营，
需更多民间资本注入
5月 10日，本报报道了翠岗 而吃饭则是头等大事。

让爱心更长久
社区 +企业是最佳拍档

“银发餐厅”开张的消息，这是我市
记者采访发现，社区的老年食
又一家社区老年食堂；在此前，针对 堂已经成为我市独居老人的首选。这
独居老人吃饭难的问题，本报也多 种食堂能否根本解决独居老人的吃
次予以关注。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 饭问题？是否能推广？记者进行了深
如何实现老有所养备受社会关注， 入调查。

盖浇饭吃半年

吃饭成“最大困难”

土豆烧肉、黄瓜炒鸡蛋、韭菜炒
无奈之下，老丁每天就去小区
豆芽、干丝青菜汤，这是昨日翠岗社 门口的小饭店吃盖浇饭，或下点面
区老年食堂的午餐食谱。今年 74岁 条凑合一顿，这一凑合就是半年多，
的丁寿和告诉记者，韭菜炒豆芽是 邻居看到都说老丁瘦了很多。
5 月 9 日 ，翠岗花园社区银发餐厅正式开门纳客 。 司新利 摄
他平时最爱吃的一道菜。
翠岗花园社区主任厉华媛曾经
丁寿和的老伴在去年年底去世， 到老丁家走访，
“他说最大的困难就 老所）建设是今年市委市政府一号 照料中心特别增加了老年人的生活
文件的具体要求。陈刚表示，相对于 照料服务和配餐、就餐服务等五项
子女们都不在身边，“失去老伴后才 是‘吃饭’，这让我很吃惊。”
尝到孤独的滋味。”老丁告诉记者，一
有钱吃不上饭，一个人吃饭胃 传统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 基本服务功能。
个人做饭，买菜都不好买。去菜市场 口不香……吃饭确实成了大问题，
都是亏本经营 “银发餐厅”前路何在
买二两韭菜，菜贩子以为他故意来找 影响到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事
茬，没少给他白眼；菜买多了，一个人 实上，像老丁这样的独居空巢老人，
也吃不完，倒掉又太可惜。
在我市并不少。
“三菜一汤，卖价 8元，而实际
“最多的时候二三十个人来吃
成本在 10元—12元。”作为社区老 饭，最少的时候只有四五人。”由于人
年食堂的承办者，翠岗茶楼老板王 数不确定，王健每天在准备饭菜的时
家门口咋就餐 社区老年食堂受热捧
健这样告诉记者。
候只能按照二三十人先做；然而，一
翠岗茶楼开了有 5年，一直专 旦当天来的人少，无疑会增加亏损。
8元钱，三菜一汤，这是翠岗 了个园社区老年食堂的固定菜谱。
“银发餐厅”的伙食标准，丁寿和对
几天前，个园社区的何光炎老 做早茶为主，本小利薄，为了节省开
个园社区的老人助餐点在今年
此很满意。
人给社区送去一封感谢信，感谢社 支，除了雇佣一个面点师傅外，小饭 4月 1日正式开放，至今已有一个多
“每天食堂都会询问我们想吃什 区解决了他的吃饭难题。
店其余工作人员都是王健的家人， 月。昨日，记者在社区账本上看到：
么，量身定制。每个月只交240元，但
丁洁介绍说，
“老何夫妇儿女都 一家五口全都上了阵。
前一个月，收入 1200元，支出 1600
王健坦言，当厉华媛找到他时， 元，这还没算上社区投入的人工。
老板却把我们当成‘VIP’。”从银行 在美国，老两口天天来光顾。社区还
退休的丁寿和用起了专业术语。 有一位老太太，家已经搬到梅岭去 他很不愿意；但当听说“老丁吃了半 “其中有四个残疾人、低保孤老
年盖浇饭”的事情后，决定接下这份 是不收费的。”丁洁表示，老人们的
昨天中午 12点半，记者来到个 了，还常常回我们这里吃饭。”
园社区，此时，老人们已经吃过午饭。 “让老人省心又省事，社区老年 活，“人都会变老。都是家门口的爷 满意是社区坚持下去的动力。
“今天吃的是饺子，人手不够，4 食堂已成为我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爷奶奶们，在我年轻还做得动的时 “放心，哪怕每天只有一个人，我
也会让你们吃上饭。”当老人们得知
个工作人员都上了。”社区丁洁主任 建设的重要支撑。”市民政局老龄办 候，应该尽力去照顾他们。”
告诉记者，调查中有老人反映“喜欢 副主任陈刚认为。
5天经营下来，王健感到生意 食堂亏本状态，担心做不下去时，王
吃饺子”，于是，每周包一顿饺子就成
健也如是劝说。
据介绍，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托 真的“不好做”。
“前天入住还是满满的，怎么今天入
住率只有 28%了？”昨日，市区某三星级
宾馆负责人看着客房入住率不停摇头。
这样的场景并非只出现在一家酒店，昨
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酒店发现，随着“五
一”小长假结束，气温逐渐升高，来扬游
客人数减少，扬城酒店暂时告别“一房难
求”的局面。

走访
酒店入住率下降明显

为老人服务，爱心诚然可贵，然而长
期亏本运营，也不是办法。这样的社区老
年食堂是否具备推广价值呢？
“为鼓励各社区开办托老所，市政府
今年专项出台了扶持政策。”陈刚介绍
说，建一个社区托老所，将有 10万元的
扶持金，而老年助餐点则是建托老所必
需条件，还能额外获得 2万元启动资金。
“目前产生亏损的金额，都是由这 2
万元助餐点启动资金补贴，如果补贴用
完了，我们社区再想其他办法，总之要让
老人有饭吃。”丁洁告诉记者。
厉华媛也希望王健的食堂长久运作
下去，“虽然社区经费也不多，每个月食
堂用于老人的米和油我们全包了！”
据悉，以老年食堂为主的托老所项
目，如果能在年底通过验收，将会获得 10
万元资金扶持。无疑，有了政府的“兜底”，
将支撑起社区老年食堂建设的信心。
然而，陈刚表示，
“目前我市的社区居
家养老站点和老人需求相比，仍然有很大
的缺口。而这一缺口的填补，还需要更多
民间资金关注和更市场化的运作手段。”
3月 12日开业的琼花观社区的老年
食堂，是我市首家社区老年食堂。社区主任
李华介绍，这间食堂引进了民间资本注入，
“企业有想为老人服务的意愿，社区也想为
老人办实事，这是最理想的合作方式。”
陈刚认为，通过市场化创新，让社区
居家养老形成自我造血机制，门口的养
老服务站点才会越来越多。“下一步，全
市将建设 75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两年
内实现主城区全覆盖。”记者 孙炎 余佳

气温升高，入住率骤降，到国庆节前都挺“难熬”

扬城酒店如何“淡季不淡”
业内建议：联手景区等炒热淡季

时入住率只有 58%，该酒店相关人 直维持在 95%以上，周末更是“一房 先生表示，对于一些经济型酒店而 难出现清明或“烟花三月”期间的“一
言，在下个月还会出现短暂入住小高 房难求”现象；而再次出现“一房难
士介绍，
“烟花三月”期间，入住率一 难求”。
峰，
“比如在高考期间，考点附近的一 求”，可能要到国庆节期间。
价
格
较上月下跌二到四成
从 3月份开始，扬城旅游就进入“井
些经济型酒店会迎来很大一部分学 “在此之前，对酒店业来说，无
生客源，同时在端午小长假期间，会 疑很难熬。”张先生表示，外面是烈
喷”状态，各大酒店宾馆纷纷开始执行旺
季价格，即便如此，仍然出现“一房难求”
“相比四月份，我们客房在折扣 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之前的以旅游 出现短暂的两日入住高峰。”但对方 烈炎夏，对酒店业却是“寒冬”，很多
的情况，甚至连江都、城郊的酒店宾馆入 价基础上又下降了 30元左右。”顾 客流为主变为以商务客流为主。” 表示，即便是端午小长假期间，也很 酒店会干脆歇业装修。
燕民表示，这样的折扣程度在原先
住率也都达到 90%以上。
经济型酒店调价的幅度可能更
然而昨日上午，记者走访市区多家 房价基础上大约下调了 10%。 大。“目前各家客房的价格都比前期
思 考 与景区携手炒热淡季
西区某五星级酒店相关负责人 下跌了 20%—40%。”据一家快捷酒
不同档次的酒店发现，很多酒店宾馆的
平均出租率下降了 20%以上，降幅最高 也表示，四月份最高房价不含早餐 店相关人士介绍，进入淡季后，学生
针对酒店淡季，一位业内人士 曹阳春则认为，酒店客房的淡旺季
的达 60%。
是 680元 / 间，而最近几日的房价 客流、外地组团来扬的旅行团大幅 表示，酒店业不能单纯打价格战，应 与旅游市场密不可分，要想在旅游
“上周六（5月 11日）时，客房还入住 折扣后仅为 480元 / 间，并且提供 减少，他表示，再过一段时间，原先 该拿出更多有创意的举措。“比如外 淡季时提升酒店入住率，本质上还
率100%，周日就只有28%了。”萃园城市 早餐。“房价下调幅度在 20%— 200元左右 / 间的客房可能最低只 地的快捷酒店在淡季推出‘月租 是要推出一些吸引力的旅游产品。
酒店总经理助理顾燕民告诉记者，目前市 30%左右，同时酒店的客源结构发 要 120元到 140元就可以拿到。 房’，1500元住一个月酒店客房，这
他建议，扬城酒店能和旅行社、
区各大酒店宾馆均出现不同数量的空房，
就很有诱惑力。”
景区等携手推出具有吸引力和竞争
即使当天订房入住都没问题。
“酒店业应该做到旺季做销量， 力的淡季旅游产品，炒热扬州淡季旅
前 瞻 下次“一房难求”到国庆
在西区一家五星级酒店，记者了解
淡季做市场。”长期关注酒店客房的 游市场，这样才能根本摆脱淡季酒店
到，5月 11日入住率达到 85%，而到周日
“从本月中下旬开始，酒店业正 式进入淡季。”某酒店相关负责人张 江苏舜天海外旅游扬州分公司副总 客房量价齐跌的困境。记者 居小春
础知识的巩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发
现“亡羊”就及时“补牢”，防止学习漏
洞扩大、学科“瘸腿儿”加剧等。然后，
根据其实际情况制定学习目标并做
好期末学习规划，明确接下来的学习
方向，系统梳理知识点，注重弱势学
科的强化学习，有效查漏补缺。
同时，学大老师针对学生出现的
偏科及弱科情况，制定最符合自身学
调查显示 ， 初高中学生中 36% 不 绩仍旧停滞不前、粗心大意遗憾失分
因。想要真正查漏补缺，有效提升，还 习特点的教学方法，有的放矢地进行
对症下药，
会总结疏漏 ，28%更是逢考必砸 。 这些 等诸多问题，一一暴露出来，怎么解
是要选择适合孩子的辅导班，尤其是 针对性辅导。对各个学科进行查漏补
学生平时努力学习 ， 可综合考试却不 决，大多数家长的回答是：不知道！
对症下药的个性化辅导班。而且选择 缺，对症下药，不仅是为了期末考试，
快速由弱变强
！
理想 ，孩子苦恼 ， 家长也着急 。 因此 ，
学大教育资深专家指出，在各种
辅导班时，一定要看师资、教学效果、 更是通过一年的充裕时间，分阶段逐
期中考后的查缺补漏尤为重要 。
问题暴露出来后，有大约 90%的学 “考试后，孩子的英语又不及格， 硬件设施、规模、资质等方面，多方比 步备战中高考，如此方可赢取中高考
期中考作为一个学期的阶段性 生需要查缺补漏。每逢期中考试结 怎么办？不行再买几本辅导书吧。” 较，才能让孩子既能快速提升，又能 的全面胜利。
检测 ，可以客观地评测出学生半学期 束后，都是学生最佳的补习时期，这 “数学还是四五十分，可怎么办 避免劳而无功。
学习活动
以来的学习效果 ， 如果能及时发现学 个时候经过专业的查缺补漏，就会 啊？赶紧找个辅导班补补课。”
1 对 1 辅导 ，
习中的弱点和漏洞 ， 进行查缺补漏 ， 很有效地解决学习问题，让学习成
经过调查，八成学生不知道自己
5月，学大教育针对不同年级学
从而在期末考试中赢得一个好成绩 ， 绩快速提升。
的学习问题在哪里，高达 85%的家长 每一科都是提分学科 ！ 习特点开设了“1对 1期中考后梳理
更有助于即将面临的升学备考 。
只有在每个学生的学习经过全 和教师对学生的“病根”不够了解。由
课程”，从教的都是具有多年 1对 1
对于初二高二学生来说，中高考 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他们深谙近年
面的检查，才能发现哪个地方有“病 于无法“对症下药”，不少孩子上了辅
期中考后，
症”，比如失分的原因是粗心大意呢， 导班，不仅没能提高成绩，反而成了 是很明确的目标。期中考后，学生必 扬州中小学校的命题趋势及考点要
还是知识点没掌握；作文没拿到好分 负担。因此，选择辅导班最为重要，选 须要确定接下来学习的计划，侧重查 点，有效提升孩子学习成绩。登录学
查缺补漏是关键！
漏补缺和专项训练，为期末考试及升 大教育天猫旗舰店可享受所有课程
数，是没思路呢，还是写作技巧不得 对了，就能让学习事半功倍。
学大教育专家指出，盲目请家 学备考作好充分的准备。
“孩子基础不牢固、理解能力弱、 法等等。再根据检查结果，以同步提
最低折扣优惠，详询各学习中心。
死记硬背、粗心大意、苦学无效、记性 高为辅导主线，同时补习前阶段欠缺 教、随便报个班，或者图便宜省事买
学大老师对目标不明确、对自身
学习热线 ：
差……”
的知识，使学生在接下来的考试中收 几本辅导书，效果会大打折扣，孩子 学习不能整体把握的学生，首先针对
0514 — 85288588 文昌阁校区
期中考结束后，单科分数低、成 到立竿见影的显著效果。
为什么没进步，家长还是没找到原 期中考试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强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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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优等生之路，究竟还有多远？

消灭“短板”，步步为“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