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生活·快乐月刊                                                   中文服务电话：1300 911 728  微信客服号：happylivingaus

虎年贺岁 祝您身体健康 
回望2021 展望2022：养老与社会福利的改革与变化

春去春又回，年去年又来。闻闻虎年的味道，听听浓浓的乡音，数数母亲的白发，抚抚爸爸的皱纹。在2022年，快乐生活祝愿健康平安。大家虎年快乐，虎年平安。
我们再次回顾过去的一年，可喜之处是即便在疫情反反复复的2021年，我们仍然有幸为很多长者提供居家养老津贴管理服务，让长者朋友们可以安全、健康、独立地享受养老生活。
遗憾的是，我们多次尝试举办线下活动，希望长者朋友可以安全、愉快地迈出家门，来到社区和大家面对面排解烦闷，但是我们美好的计划一直被疫情的变化所干扰，希望新的一年疫情被有效地控制之后，我们能和长者见面。
2022年有很多好消息等着大家，特别是居家养老的长者们，以下我引用澳洲健康部的一系列数据和大家分享。
澳洲政府将要花费75亿澳元，提高居家养老的服务质量，主要改革内容为：
•	 增加8万个居家养老金津贴的名额，提供给目前在等候名单上的长者或新申请人
•	 每年额外为8400名长者提供暂托服务，让其照顾者也得到休息。
•	 两年内将为个人护理人员增加3.38万个培训名额，用以获得个人支持（老龄化）三级证书
•	 为7.5万余名多元文化社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口笔译服务
•	 增加拨款4940万澳元，用于支持姑息治疗、脑退化症护理以及感染预防和对护理人员进行管控培训
•	 预计在2023年中，联邦居家支持计划（CHSP）、居家护理组合（HCP）、短期恢复性护理（Short-Term	Restorative	 Care）和养老院暂托计划，	合并计划将从2023年7月起实施，将更好地满足澳大利亚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简单地总结为五个“更“：
更多津贴名额，更多服务，更多更专业的护理人员，更便利的长者养老护理计划。

快乐生活虎年祝福寄语
“将快乐融入生活，这不单是我们的名字还是我们的寄望。感谢长者会员们在过去一年对快乐生活的支持，而我也定会带领快乐生活的各个团队一如既往为长者朋友们提供专业、耐心、高效的津贴管理服务。我谨代表快乐生活全体成员祝大家旭日东升阳光灿，虎年到来喜洋洋”

快乐生活总经理 李女士（Tina）
“大家的满意度是我们护理部不断努力追求的目标，大家的笑容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新年礼物。作为上海人，我就用一句上海话祝福各位长者：新年里头，新希望，新年里头，新风貌，望阿拉澳洲华人老人身板活络，一家门平平安安，铜钿交交关”

快乐生活护理部经理 李女士（Jun）
“除了可以享受优质的护理服务，还有贴心和精彩的会员活动。在过去一年，我们通过网上直播，微信群组等方式同各位见面，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变成一座沟通的桥梁，帮助各位长者更加独立和健康地生活。最后，我祝福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安康”

快乐生活社区发展部经理 黄先生（Parko）
“諮詢部系過去一年遇到成千上百既長者，我地幫助同引導佢地申請，使用居家養老津貼。呢種成就感令到我地整個團隊充滿活力同朝氣，感受到有不一樣既社會責任。我希望用一句廣東話祝福大家：新年好彩頭，事事順心，屋企人財源廣進，恭喜發財””

快乐生活咨询团队顾问经理 张姑娘（Ti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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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多种养老方式 哪种最适合您？
澳洲一直都被誉为养老天堂，各种各样的养老方式在澳洲这片土地上都得到很好的发展。每一种养老方式都和您的资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本文我们就为您列举澳洲人常见的养老方式，供您挑选：
选择一：退休村（Retirement Village）：
简单说是长者给自己购买的一个养老居所，在这里既能独立生活又能获得日常生活协助。这类居所并不是像出租的公寓，而是需要长者出资购买的房子。在澳洲，65岁以上的长者中约有25万人（7%）选择在退休村里居住。
优势：
退休村中比较安全，有值班人员，房间会配警报铃，如果发生紧急事故，可以按铃通知，有的退休村还配有随叫随到的护士。
劣势：
1）但是在退休村买了房以后，只能是您或者高龄人士居住，不可以出租，不可以当投资房。
2）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买这个房子一定要小心看合同，因为如果你提早搬出退休村，有些合同会拖住你的卖房钱直到合同规定时间方能释放，或者是，您会直接损失一部分卖房的钱。
3）需要支付一笔费用较高的物业费和管理费。

选择二：养老院（Residential Aged Care）：
	养老院为生活基本可以自理的长者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协助，包括提供膳食、洗衣服务、清洁服务、个人护理等。然而，选择这类居所的长者需要交一笔不菲的保证金。而在养老院里的长者通常生活都不能自理，需要护士来照料衣食起居。
优势：
养老院最为核心的优势就是可以提供24小时无间断的护理。
劣势：
1.	 护理人员流动性较大，获得的关注较少。
2.	 在疫情期间，群体感染事件频发

3.	 市场上华人背景的养老院屈指可数，语言和饮食习惯成为入住长者的一大难题
4.	 养老院在2020/21年度向老年护理质量和安全委员会（ACQSC）报告了8793起虐待案件
5.	 我们希望政府的五年养老行业改革计划，能改善养老院的居住和服务质量。
6.	 养老院的资产评估不但要计算长者的收入，同时也要考虑长者的国内外资产情况。包括房子估价，投资总价值估价，收入评估等等，最高一天的资产测试可以到300澳元。

选择三：居家养老养老（Home Care Packages Program）
	 当长者在家中的护理需求增加，则需要使用居家养老津贴，此项目提供等级式的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服务。只要是长期在澳大利亚生活的65岁以上老人，就可以通过老龄服务部门来申请这项津贴。澳洲老龄服务部规定的家庭管理津贴支付范围包括：护理服务（比如协助沐浴以及膳食准备），支持服务（比如打扫卫生、园艺管理、洗衣、情感支持、如购物、烹饪和运输）以及临床护理服务（比如专职医疗服务）等，只要符合基本规定，一般都可以使用津贴来支付。

津贴的额度：
一级津贴每年约为$9026
二级津贴每年约为$15877
三级津贴每年约为$34550
四级津贴每年约为$52377

信息来源：www1.health.gov.au
www.auliving.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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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津贴的优势：
1）	每年高达$52000多的津贴额度
2）	熟悉的环境让长者更安心，安全
3）	无需长者外出，护理服务上门	 (护工、护士均可以上门服务)
4）居家养老的收入测试，主要涉及的是收入的评估即只看收入，不看资产。比如说有存款，但是他只会算他的利息收入，有房子，但是他只会算他的租金收入，有股票他也只会算他的股票收益。而最重要的是，收入测试费最高也就30澳元一天，但政府下放的津贴额度最高可达每天$143。

选择居家养老津贴管理机构需要注意：
•	 由于政府的大力扶持，目前在行业内有900多家居家养老津贴管理机构，也不乏华人团队，选择机构时候，您需要注意，问清楚管理费率，快乐生活的自主管理费率为14%，协同管理费率为18%，个案管理费率是23%。行业中有收费30%-45%的管理机构，您需要看清楚合同，了解费率，切勿让您的津贴都进了管理机构的口袋。
•	 确认有没有其他费用，有长者向我们反映，某些机构打电话收钱，出账单收钱，转会也收钱，到处收费让长者苦不堪言。
•	 快乐生活不再收取任何其他额外费用。客人不需要支付日常费，建档费，退出费，或者任何因选择服务商或护理人员而带来的附加费用，也无需担心服务过程中会产生任何的隐藏费用。
•	 长者的选择权利，一旦服务商和机构有利益关联，那么长者就无法轻易更换服务商了。快乐

生活不会把要求强加于客户，客户可以100%掌控管理自己需要的各项服务。

对居家养老方式的一些误解：
误解一：“自主管理模式，就是没人管”
自主管理模式是提供给长者充分的自由度，长者可以自己选择服务商，安排服务时间，选择服务价格。
在快乐生活，使用这个模式的长者都很开心和轻松，因为该模式节省了一定的管理费，更多的津贴可以用于护理服务。
一旦长者需要更多的协助，我们可以升级到协同管理模式或个案管理模式，多样的管理模式更加人性化。

误解二：居家养老只能提供简单护理，身体不行就要去养老院了
相信很多长者听到这些会有一个疑问：“需要高级护理，居家养老是否能提供足够的支持“？
大部分情况，居家养老的高级津贴额度可以提供足够的支持。快乐生活在悉尼有一对90多岁的老夫妻。他们两位都是4级的津贴，同时患有脑退化症，但是在使用快乐生活的服务之后，夫妻双方都安全度过了疫情，同时在精神和健康方面得到很大的保障。
在接受采访时，这对夫妇的女儿解释了为什么没有选择养老院而选择了居家养老--快乐生活。
1）快乐生活的自主管理模式：夫妻两人一周有不低于48小时护理时间，平均每天8个小时以上，足够让子女去工作，并交替照顾老人。
2）护理人员都是专职的，而且不会经常更换。
3）快乐生活的护理顾问/护理经理/个案经理，都是有澳洲注册护士，或注册社工，专业的他们会和长者聊天时甄别脑退化症的前兆症状，为长者提供适合的护理建议。

B 快乐生活 · 养老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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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8年Medibank保险公司的数据，现在有超过约	 70万澳大利亚人患有白内障（眼睛自然透明的晶状体混浊），而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攀升。
在年长的澳大利亚人中，白内障是最常见的眼病，也是导致视力受损的最常见原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白内障变得更加普遍，	80	岁以上的澳洲长者，超过	70%的人患有白内障。

如何知道自己是否需要做白内障手术？
通常患者根据自身视力情况和白内障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来决定是否进行白内障手术；	 患者的视力可能开始影响到正常的日常活动，例如开车，看电视和使用电脑；患者眼镜的度数会在短期内不断改变，	而且视力用眼镜无法纠正到	1.0	（百分百）。
以前的概念是等到视力下降到	0.1	（10%）	才做手术，因为以前的科技技术落后。现在因为使用微创的超声乳化技术，视力只要下降到0.8（80%）就可以做手术。对于有青光眼，近视，远视的患者可以更早进行白内障手术。你的眼科专科医生会跟你讨论你的症状和手术的必要性。

白内障手术的程序是如何？
白内障手术通常是在医院进行的当天手术。手术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因为手术后患者将不能开车，所以在手术当天切记安排好接送的交通工具。手术包括通过微创小切口、超声乳化、	 白内障(浑浊晶状体)，然后用透明丙烯酸晶体植入物替代。晶状体植入物是永久性的，不需要更换。手术需要10-20分钟，通常微创切口很小，甚至不需要缝合。

长者与白内障

术后有必要戴眼镜吗？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工晶状体植入是为了提供良好的远视力，但是对于观看近处普遍需要老花眼镜	。	在双眼白内障手术后的4	-	6周内，患者需要重新检查视力和跟换新眼镜。
如果患者非常不愿意在白内障手术后戴眼镜，眼科医生可以给予建议和提供不同的选择给患者，其中包括多焦、扩展距离的人工晶	 或	 双眼单视法。

白内障手术的费用	（大约数字）：
1 有公立医保
费用：免费。
在公立医院等待手术的名单可能很长，通常为	 6	到	 18	 个月。	 您可能需要为高级镜片支付额外费用。
2 没有保险，去私立医院
费用：每只眼睛	$1,600	澳币-	$3,000	澳币以上。
手术的等待期取决于外科医生的手术排期，	 一般可以很快开始手术。	
3 有私立医院保险
$400	 -	 $2,500+澳币，加上您可能超过保额的费用。
2	个月的等待期才能申请报销，或	12	个月的已有病症。	 手术的等待期将取决于外科医生的手术排期。	自付费用将根据您的资金、外科医生和超额费用而有所不同。

信息来源：																																									www.medibank.com.au
https://www.mtwaverleyeye.com.au/copy-of-cataract

C 快乐生活 · 护士专栏

护 理 顾 问 / 注 册 护 士 / 联 合 医 疗
团 队 成 员
8年社工管理经验，专业
hosp i ta l i t y执照，澳大利亚护
士学士学位。

王护士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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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解读：什么是职业治疗师 （OT）？

如果您因疼痛、受伤、疾病或残疾，难以完成工作或学业、难以照顾自己、完成家务、日常走动或参加活动，职业治疗师都会有所帮助。
职业治疗师(OT)会教您如何适应生活。	可以帮助您在工作场所或家中完成日常行为。	如果需要，您将学习如何使用工具（您可能会听到它们被称为辅助设备）。

职业治疗师可以指导您完成特定的事情，例如：
•	 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进食
•	 参加休闲活动
•	 洗澡，穿衣服
•	 洗衣服或打扫室内卫生

哪些情况下，我应该去看职业治疗师？
人们可以从咨询职业治疗师中受益良多。	这可能包括在受伤后如何适应生活，患上短期或长期疾病或残疾，或者处于会影响生活健康的重要调整期。身体疾病和心理健康疾病都可以咨询职业治疗师。	

如何找到可靠的职业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协会列出了	3,000	多名在澳大利亚的职业治疗师。	根据地点、专业领域或收费计划，就可筛选出适合您的职业治疗师。	

信息来源：																www.vct.news
https://otaus.com.au/find-an-ot

查询职业治疗师协会网站：
https://otaus.com.au/find-an-ot

职业治疗师如何收费？
职业治疗师在私人诊所和公共组织（如医院）中工作。	由于每位治疗师的费率不同，因此建议消费者在使用他们的服务之前与职业治疗师联系并确定费用。	许多职业治疗师的费用会有政府资助计划支持，包括退伍军人补贴、Medicare	和	残障人士补贴计划，这样可能会减少消费者的花费。

职业治疗师（Occupational Therapy）和 物理治疗师（Physiotherapy）有什么不同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物理治疗师专注于提高病患的人体运动能力，而职业治疗师则专注于提高病患日常生活中活动的能力。
具体而言，物理治疗师会使用运动疗法或功能锻炼等物理方法来治疗患者实际受损的部位，通过锻炼和身体训练，调整关节和肌肉功能，减轻疼痛，最终改善疾病本身。而职业治疗师则是侧重于病患者，一方面调整外在的物理环境（病患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会训练病患利用辅助器材来增强自身身体机能的独立性，以帮助患者完成因为疾病或损伤导致很难完成的特定日常活动。
例如，张奶奶不幸中风了，在医院卧床很久，医生建议先张奶奶找物理治疗师，增强背部和腿部肌肉的力量，让张奶奶尽量恢复移动的能力。
当张奶奶差不多可以回家了，张奶奶可以接着看职业治疗师，解决因中风所导致的生活自理问题，如洗澡，穿衣，饮食和散步等等。

D 快乐生活 · 社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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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降血脂的拿手菜就在你身边
体检中查出高血脂可能是很多人见怪不怪的事情了。其实，能降血脂的食材就在我们身边。下面为你列举的这八种寻常菜，就有非凡的降血脂功能，不要再忽视他们了。

降脂拿手菜一：土豆
降脂绝招：土豆含有丰富的钾，能够溶解血管内壁的胆固醇斑块。土豆对延缓高血脂对脑血管的损害特别有效。日本研究者甚至发现，每周吃5到6个土豆，可以让脑卒中的发生率下降40%。
饮食要点：胃肠功能较差，以及脾胃虚寒的人，不要吃太多土豆。平时胃里总反酸、胀气的人，对待土豆更要小心。土豆一旦发芽或者颜色变青，里面可能含有龙葵素，容易引发中毒反应。

降脂拿手菜二：番茄
降脂绝招：番茄富含番茄红素。该物质被公认为具有抗氧化作用，	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含量。番茄中的果酸也可以降低胆固醇的含量。要注意的是，番茄红素在番茄经过烹调后，变得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含量也会更高。所以，为了降血脂，熟吃番茄更好一点。
饮食要点：番茄在加热的过程中不要用文火炖，而是最好用急火。番茄烹饪的时间过长，还容易造成维生素C的流失。另外，空腹不要吃番茄，慢性胃肠炎的患者不要吃太多番茄。

降脂拿手菜三：茄子
降脂绝招：茄子是降血脂综合实力最强的蔬菜之一。它含有维生素C和皂苷，能降低胆固醇。茄子中的水苏碱、葫芦巴碱、胆碱等物质也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茄子中的类黄酮素以及花青素能增加血管的强度和弹性。总之，茄子对血管的益处是很大的。
饮食要点：茄子皮所含营养丰富，吃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掉。茄子是典型的寒性蔬菜。所以脾胃功能差、经常腹泻人的人不要吃太多。

信息	来源：www.xingfulaonian.com

降脂拿手菜四：西蓝花
降脂绝招：西蓝花最大的优点在于类黄酮含量丰富。类黄酮是最好的血管清洁剂之一，可以阻止体内胆固醇氧化、防治血小板的凝集，从而减少高血脂对心脑血管的破坏作用。
饮食要点：烹饪西蓝花的时间不能太长，温度不能过高，以免造成营养物质的损失。肾脏功能异常的人，不要吃太多西兰花。

降脂拿手菜五：冬瓜
降脂绝招：冬瓜所含的丙醇二酸能够有效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这样一来，高血脂患者就相当于有了一道护身符。冬瓜本身含有的热量不高，高血脂患者可以放心服用。冬瓜的维生素C含量以及钾盐的含量都很高，钠盐含量很低，所以在控制血脂的同时，它还可以辅助降压。
饮食要点：冬瓜性寒，脾胃虚寒的人不要多服。

降脂拿手菜六：海带
降脂绝招：海带含有丰富的海带多糖。海带多糖有降低血脂、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海带中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和膳食纤维，能清除附着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促进胆固醇的排泄。
饮食要点：脾胃虚寒的人，甲亢患者，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不要吃太多海带。
注：一旦您被确诊为高血压，请遵医嘱服药，食疗无法替代专业药物。

E 快乐生活 · 养生知识



快乐生活·快乐月刊                                                   中文服务电话：1300 911 728  微信客服号：happylivingaus

Omicron、加强针常见问题解答
疫情怎么再次反扑了？为什么悉尼、墨尔本在短短几天内，确诊数字就破万？得了Omicron	还要不打加强针了？您一定有很多问题：

问：我已经感染过Omicron，应该接种加强针吗？
是的，一旦你符合条件，你仍然应该接种第三针疫苗。

问： 我应该做快速检测还是PCR检测？
如果您的快速检测结果为阳性，或者您是阳性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或者出现了轻微的症状，您仍然应该做PCR检测。

问：Omicron比Delta更严重吗？
国际研究表明，Omicron是一个比Delta症状更轻微的变体，London’s	 Imperial	 College发现Omicron病例去医院就诊的可能性降低15%，住院一晚或更长时间的可能性降低40%。
然而，该变体的传染性比Delta强得多，导致了更多的病例，医院也因此面临压力。

哪些是你不应该忽视的Covid/Omicron症状？
这些是最常见的或早期的Omicron症状：
喉咙发痒、下背部疼痛、流鼻涕、消化不良、头痛、疲劳、打喷嚏、盗汗、身体疼痛。

信息	来源：昆士兰bbs

问：Omicron的传染性如何？
它的传播速度非常非常快，其传染性可能是Delta的3倍。

问：为什么需要接种加强针？
研究表明，第二针接种后的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使其有效性降低。
接种加强针会提高您的抗体水平，为您提供额外的保护，以抵御具有高度传染性的Omicron。

问：我什么时候需要做检测？
如果你有任何症状——发烧、发冷、出汗、咳嗽、喉咙痛、呼吸急促、流鼻涕、或味觉或嗅觉的改变，请进行检测。如果你要做PCR检测，请回家隔离，等待检测结果。

问：有哪些加强针可供选择？
辉瑞和Moderna都有，而且被认为是安全有效的，无论你前两针接种的是哪种疫苗，都可以接种这两种加强针。

问：Novavax在澳大利亚是否已经上市？
Novavax疫苗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上市。卫生部长Greg	 Hunt在12月说，假设TGA给予最终批准，它将在今年夏天在澳大利亚使用。

问：如何预约加强针？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	 "book	 Covid	 booster"，你会发现一些链接，可以让你在澳大利亚政府网站、药店或你所在州的卫生网站上在线预约。

F 快乐生活 · 澳洲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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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生活好友推荐计划特别活动！

国画欣赏
图/牛沛岩（梦然）老师

好友推荐计划惊喜升级！
邀友有礼，荐者有份！

活动时间：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2月1日

在活动期间推荐好友加入快乐生活，
并留下联系方式

双方都将收到100澳元奖励至居家养老
津贴账户！

快乐生活咨询顾问联系并协助完成签约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想要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快乐生活，
或联系您的护理顾问

www.happyliving.com.au
快乐生活居家养老

G 快乐生活 · 长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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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欣赏
稿/孙老师

来自长者的感言诗续 国画欣赏
诗/叶老师图/杨老师

H 快乐生活 · 长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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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精神 春联对对看

春联，又称“春贴”、“门对”、“对联”，是过年时所贴的红色喜庆元素“年红”中一个种类。它以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美好愿望，是华夏名族特有的文学形式，是华人们过年的重要习俗。当人们在自己的家门口贴年红（春联、福字、窗花等）的时候，意味着过春节正式拉开序幕。	每逢春节，无论大陆港澳台，还是海外华人，家家户户都要挑漂亮的红春联贴于门上，辞旧迎新，增加喜庆的节日气氛。
游戏规则：我们给出上联，下联有若干字缺失，请发挥您的文学造诣，对出公正的文字吧。
参考答案：在下一页给出，答案不是唯一的，说不定您对出的文字比参考答案更加精辟。

1

4

2

5

3

6

I 快乐生活 · 欢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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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快乐生活 ·  欢乐天地

春节趣闻
压岁钱其实不是钱， 抱拳拜年有讲究

压岁钱其实并不是钱
压岁钱的来历源于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故事中有一个种叫“祟”的小妖，每年除夕都会出来摸小孩子的头，被摸的小孩子就会生病最后变傻，汉代时候最现了最早的压岁月钱，也叫厌胜钱、大压胜钱。而这种钱不同于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一种为了佩戴玩赏而专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

拜年抱拳是有讲究的
大家都知道晚辈给长辈拜年时候常常用叩拜大礼，而平辈人拜年则多用抱拳的方式，其实这抱拳是很有讲究的，中国自古就有尚左的习惯，所以男子拜年时候就会采取“左包右”的方式，这种拜法被称为“吉拜”，但如果不小心包反了，也就是用右手抱住左手，这种方法就不好了，这种拳被称为“哀拳”，只有向别人报丧或求饶时才会使用。女子抱拳方法则正好相反。

I版面: 春联对对看 答案 1. 虎驮 4. 虎年2. 朝气 5. 虎精神3. 处处欢 6. 吉祥来

初一这天禁忌颇多 不能干活 不能打破碗
大年初一这天禁忌颇多。说话要格外谨慎，逢人只说吉利话。同时忌打破杯碗，如有人打破了，就要连声说“开万金！开万金！”因为客家话“碗”与“万”谐音。还忌扫地，若扫地则认为会把"财气"扫掉。而且还禁忌下地干活，不洗衣服，不挑水，不做针线活等，以象征新年不至"辛苦"、"劳碌"，以寄托祈福之意。就连早饭也都不煮的，因为年初一不能笊饭，只把除夕前一天用大饭甑笊的"岁饭"热了吃，这叫做“吃压岁饭"，表示"岁有余粮”。

春节聚会 晚辈最怕长辈的问题
有没有男/女朋友呀？什么时候结婚呀？啥时候生孩子啦？升职了没有啊？今年工资涨了多少呀？买房买车了吗？王大爷的孙子混的很好，大老	板开豪车，你今年混的好不呀？长辈们对晚辈的婚恋，事业关切，总是饭桌上的经典问题，当然出发点是爱的关怀，但也是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回家时最感压力的难题。我们也建议各位长者在春节聚会中对晚辈的关怀“点到即可”，让儿孙和您一起享受轻松、愉快的春节家庭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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