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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家庭规
模小型化、人口流动频繁化，及现代社会
普遍存在的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
剧、个人意识增强，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得
不到关注的现象凸显。

老年人从生理上已经进入衰退期，体
弱多病、每况愈下是他们身体健康状况的
主要特征。衰老使很多老年人变得忧心忡
忡。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素质
也会逐渐弱化，表现出进取心差、风险承受
能力弱、害怕孤寂、情感脆弱、内心空虚、容
易灰心、经常感到失落、自卑和抑郁等心理
症状。离开了熟悉的工作环境，社会角色
和地位发生了急剧变化，社会活动减少，
这些都会对老年人的心理产生重大影
响，造成老年人心理失衡、情绪低落、抑
郁和消沉，出现焦虑、孤独感，严重的甚
至会诱发身心疾病。

老年人既有物质方面的需求，也有精
神方面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
障制度的完善，经济上具备自我养老能力
的老年人将逐新增多，老年人精神方面的

需求将显得更为强烈和重要。对老年人的
精神需求予以充分的关注、引导和合理满
足，提高其精神生活质量，促进其整体生活
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感的增强，能够弥补物
质资源的相对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物
质资源的保障功能，并增大现有物质资源
的保障作用。

西方学者从 20世纪 70年代起就开始
关注情感和心理支持对老年人健康和生
活质量的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西
方一些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如丹
麦、瑞典等，就基于自己的教训告诫世人，
要反对养老中的唯设施主义，在为老年人
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更要重视对其
精神需求的满足。

(本报记者 杨尚燕 整理）

重视老年人精神需求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 通讯员 陈祥
萍）因怀疑妻子出轨，西宁男子赵胜鹏痛
下狠手殴打妻子，殴打过程中竟用榔头
击打妻子数次，致使妻子受伤并昏迷，打
散了多年的夫妻恩情……

9 月 10 日晚，赵胜鹏和妻子马玲像
往常一样，吃完饭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剧。看了没多久，马玲的手机就响个不
停，手机提示收到了好几条微信信息。

“这么晚了，谁给你发这么多信息呀？”
赵胜鹏疑惑地问马玲。“是一个同事，我
最近跟他一起研究一个课题，他正给我
发资料呢。”马玲边读微信边说。“男同
事还是女同事呀？”此时的赵胜鹏口气
已经有些不悦了。“男同事，别多想。”马
玲回答。

过了一会，马玲起身去了卫生间，赵
胜鹏便偷偷把马玲的手机拿过来翻看微
信聊天记录。翻了好几页，马玲确实在
和同事聊工作，但俩人聊工作的过程中
说的几句玩笑话让赵胜鹏有些恼火。这
时马玲从卫生间出来了，看到丈夫在看

自己手机，她很生气，走过去一把夺过手
机并问赵胜鹏为什么看自己手机。

赵胜鹏愣住了，此刻的他也有一些
恼羞成怒。他质问马玲为什么聊工作的
时候还要时不时和男同事开玩笑，是不
是对这位男同事有意思。马玲解释两个
人只是同事关系，同事之间开几句玩笑
也没什么过分的。想到最近马玲总是加
班，赵胜鹏开始怀疑马玲出轨了，随后两
个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不相信我就离婚！”马玲对赵胜鹏
喊道。听到妻子这番话，赵胜鹏顿时火
冒三丈，辱骂马玲不守妇道、蓄谋和自己
离婚。在对妻子辱骂的同时，赵胜鹏顺
手抄起家里的榔头击打马玲的头部，并
拿来湿毛巾捂住马玲的口鼻。马玲因头
部受伤严重而导致昏迷，害怕出人命的
赵胜鹏赶紧将妻子送往医院救治。经鉴
定，马玲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11 月 5
日，赵胜鹏因涉嫌故意伤害被西宁市城
中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怀疑妻子有外遇 男子将其打伤被批捕

本报讯（记者 彭娜 实习生 逯桂）近
日，西宁市湟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多
部门，依法取缔一家食用醋加工黑作坊，
销毁 2500余件生产原材料及成品，产品未
流入市场。

11月 7日，记者从湟中县市场监管局
了解到，该食用醋加工黑作坊位于李家山
镇毛尔茨沟村，于今年 5 月建立，面积达
2000平方米，内设三条生产线。

在日常检查中，湟中县市场监管局执
法人员发现，生产加工场所卫生差，不符
合食品加工场所要求，且无证无照。该局

与湟中县公安局、湟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李家山镇人民政府组成联合行动小
组，开展食品安全联合行动，依法取缔该
食用醋加工黑作坊，依法没收生产加工设
施设备，依法没收生产醋、酱油所用的食
品原材料及醋、酱油成品，共计 2500 余
件。

目前，没收的食品原材料和成品，已
统一运送至多巴生活垃圾填埋场销毁和
填埋，黑作坊按无主财产处理，已被拆
除。由于该黑作坊处于生产起步阶段，联
合行动小组未发现有产品流入市场。

湟中取缔一食用醋加工黑作坊湟中取缔一食用醋加工黑作坊
销毁销毁25002500余件食品原材料及成品余件食品原材料及成品 产品未流入市场产品未流入市场

本报讯（记者 李延绯 刘禹 摄影报
道）2019 年公交老年卡年审已经开始，很
多老年人在客服中心排队等候年审。记者
走访得知，老年卡审卡时间延长，公交公司
还到部分社区现场办理，老人不用着急一
大早排队审卡。

11 月 7 日 9 时 30 分，中心广场的 IC 卡
充值点五个窗口前排起了长队，多数是老
年人的身影，现场多名工作人员维持秩
序。

“9 点就来了，主要是排队时间长，审
卡也就花了一分多钟。”市民王大爷说。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老年卡
审卡时间较往年延后了，但老年人习惯早
早来办理，于是出现排长队现象，每天前来
审卡的人有一千多名。

工作人员说，为了给老年人审卡提供
方便，他们会提醒前来充值公交卡的人们
在自助充值机上办理业务。

12 时，位于城东区共和路的西宁智能
一卡通客服中心门前，仍有不少老年人在
排队审卡。

“我是 11 点多过来排队的，马上就能
排到我了。”市民洒阿姨说，她家住在附
近，当天中午她下楼买菜时，看到审卡的人
不是很多，于是就加入了审卡的队伍。

现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1 月 1
日老年卡年审工作开始后，早晨有很多老
年人在排队等候，为避免发生拥挤的情况，
公司安排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防止
意外发生，同时为老年人答疑解惑。

记者从西宁市公交总公司了解到，往
年老年卡年审时间为 10月，老年卡年审与

学生卡年审时间重叠，集中审卡给老年人
带来了很多不便，网点排队压力大。为缓
解集中审卡的压力，2019 年延长审卡时
间，从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可审，2019年公交卡内剩余次数可用
至 2019年 12月 31日。

为方便社区老人办理审卡，西宁智能
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还安排了工作人员，
到青藏铁路花园及马坊汽运社区内为老年
市民现场办理审卡业务，后期工作人员还
将继续深入社区为老年人办理审卡。

针对之前许多老人反映的还未年审，
卡内次数作废的情况，记者从一卡通公司
了解到，由于 11月 1日车载终端系统升级，
造成老年卡临时无法使用，引起了老年人
的误解，系统现已恢复正常。

相关链接★★★
老年卡年审小贴士

●老年卡年审时间
2019 年11月1日-2020 年12月31日
●老年卡年审范围及所需材料
2019 年 11 月 1 日之前办理的老年 IC

卡,均参加本次年审,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新办理的老年卡,新办时一并办
理年审,无需再审。年审时,需携带本人户
口簿原件或身份证原件以及老年 IC 卡、年
度意外保险费 10 元。委托他人代办的，还
需携带持卡人户口簿。

●老年卡乘车次数及时效
年审后,充入 2020 年度免费乘车次数

240 次,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使用，2019 年

度的免费乘车次数有效期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卡内尚未使用完的剩余次数将作
废。

●年审地点
城东区：共和南路客服中心；地址：

共 和 南 路 8 号 ( 公 交 公 司 门 口)；营 业 时
间：工作日：8:30 至 17:30；周六、周日：8:
30 至 17:00

城中区：中心广场客服中心；地址：长
江路 98 号中心购物广场；营业时间：周一
至周日：9:30至17:30

城南区：城南电信客服中心；地址：城
南新城大道 162 号中国电信城南分公司；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12:00至16:00

城西区：中泰百货客服中心；地址：五
四大街 58 号中泰商贸城二期一楼；营业时
间：工作日：9:30 至 17:30；周六、周日：9:30
至17:00

城北区：小桥客服中心；地址：青海交
电大楼负一楼(小桥三田购物商城旁）；营
业时间：工作日：9:00 至 17:30；周六、周日：
9:00至17:00

海湖新区：塞 翔 超 市 客 服 中 心 ；地
址：文成路 16 号塞翔超市负一楼(原青百
超 市)；营 业 时 间 ：周 一 至 周 日 ：12:00 至
16:00

湟中县：湟中客服中心；地址：湟中县
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庄和路)；营业时
间：工作日：9:00 至 12:00；13:00 至 17:00 周
六、周日：休息

多巴客服中心；地址：多巴镇人民政府
(多巴东街 19 号)；营业时间：工作日：9:00
至12:00；13:00至17:00 周六、周日：休息

公交老年卡年审时间延长啦

本报讯（记者 彭娜 实习生 逯桂）9
月中旬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公
安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开展了整
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

四部门全面梳理在监督检查、抽检监
测、案件查办、投诉举报、媒体曝光中发现
的问题线索，聚焦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违法
违规行为、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校园食品
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四个方面痛点、难
点、焦点，深挖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
问题，加大整改和查处力度，并督促各地
加大问题排查、案件查办工作力度，确保
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整治食品安
全问题联合行动小组，深入最偏远、监管
力量最薄弱的大柴旦行委、茫崖市，全面
督导检查联合行动；海北藏族自治州市场

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全州中小学（幼
儿园）食堂，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玉
树藏族自治州市场监管局联合整治农产
品专项小组，带领承检机构人员赴六市县
主要乡镇专项抽检，抽检肉类、乳制品、水
产品、蔬菜等专项工作规定的食用农产品
96批次，其余农产品 37批次。

针对群众反应的农产品特别是猪肉
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西宁市城北区市场监
管局组织力量，突击检查青藏高原农副产
品集散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海东市化隆
回族自治县教育局，召开 2019年秋季学生
营养餐及食堂食材配送企业座谈会，加强
对学校食堂和供餐企业的监管；互助土族
自治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重点检查威远
镇、南门峡、林川乡等乡镇的兽药 GSP 企
业、乡村兽医、饲料经营门店。

相关链接★★★
联合行动整治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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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别别别急急急急！！！！
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可审

老年人排队审卡老年人排队审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