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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公办养老机构需评估
丁慎毅
在北京，老年人申请入住公办养老机
构将要进行老年人“能力评估”，普通的 60
岁以上老人将不再作为公办养老机构的
主要接收对象，接收对象将以失能和高龄
老人为主。
北京的这一做法值得称道。
这些年，我国在养老问题上做了不少
探索，社会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成了
两种主要的选择模式。而在社会机构养
老模式中，公办养老机构成了老人们的首
选，这主要取决于公办机构的公益性，即
更安全、更便宜、更有利于维权。
但是，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入住标
准，公立养老院也生出种种乱象。一方
面，在公办养老机构，一些经济条件、身体
条件都比较好的老人可以长期入住，一些

急需入住的高龄、病弱老年人却难以申请
入住，一些地方甚至建设或扶持豪华养老
机构，只满足少数富裕老人的需要。另一
方面，很多民办养老机构又有 50%的床位
处于空置状态，而且民办养老机构中仅有
15%左右的养老机构可以提供“康复护
理”服务。这其中资源配置的错位，既不
利于养老的公平高效，也不利于养老事业
的健康发展。北京的做法，正是对这一矛
盾的破解。
北京的办法拟规定，大中专院校学生
入职北京市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和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的，最高可享 6 万元的一次性
入职补贴，护理失智老人每月可补贴 1000
元。老人入住则需“评估”，评估分 9 个级
别。不难看出，公办养老机构以后将重点

照顾高龄或失能半失能老人。那么其他
老人呢？可选择进入民办养老机构，或是
社区居家养老。这就是从政府包办转向
政府主导，倒逼社会与市场深度参与，进
一步突出居家养老的主体地位，促进民办
养老机构加快发展，从而通过充分调动社
会资源与市场资源，尽快壮大养老服务的
供给能力，最终形成立足社区的养老服务
网络。
进一步说，北京的这一做法不仅仅在
养老方面值得借鉴，在幼儿园方面同样值
得借鉴。目前公办幼儿园与民办幼儿园
的资源配置同样存在问题，孩子进入公办
幼儿园的难度并不比老人入住公办养老
机构容易。希望各地在这些方面都能通
过创新来破解难题。
（据东方网）

热点追踪
湖北恩施所有客运企业承诺对违法
行为举报者最高奖励一万元，在当地产
生强烈反响。10 月 31 日，
有市民向警方
举报，
一名公交司机驾车时玩手机长达 5
分钟，其间双手还多次脱离方向盘。11
月 2 日，警方调查属实后约谈公交公司，
司机被开除，举报者 4 日获万元奖励，成
为恩施首个举报此类违法的获奖者。
对公交司机的要求越严格，越是对
生命的尊重。因此，除了公交公司自身
加强监督外，更应该鼓励乘客监督举
报，一经查实，严厉惩处。 （程贵涛）
“6000 多首歌从 KTV 下架？”这一
消息 11 月 5 日登上网络热搜。消息透
露，该公告是由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
体管理组织——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
管理协会发布的。
虽然版权保护一再被提及，但是公
众的版权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版
权市场法治化程度欠缺。音集协要求
KTV 终端生产管理商和卡拉 OK 经营
者下架 6000 多首歌，为建立一个公平
合理的行业新秩序开了个好头，值得相
关行业借鉴。
（杨玉龙）
今年 7 月，最早出台护理假的河南
对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将独生子女
护理假从原来的“不超过 20 日”改为
“不少于 20 日”，引来舆论一片点赞。
良法还需善治。目前影响独生子
女护理假有效落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
因，一是资强劳弱，执法不力。二是缺
乏独生子女护理假的合理的社会分摊
机制，仅靠企业个体难以承担。
（鞠 实）

不要忽视“夹心老人”的幸福
苑广阔
据媒体报道，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生活
不能自理，等着闺女伺候；刚会爬的小外
孙没人带，等着姥姥帮忙……顾哪头呢？
这是不少六十岁左右老年一族心里的纠
结。上有老，下有小，老小无法兼顾，曾经
是中年人的难题，现在却成了这些“夹心
老人”的困境。
对“上有老下有小”这句话，相信大多
数人都耳熟能详，它一般被用来形容中年
人工作和生活压力大、负担重，多么不容
易。但是随着当代人寿命的延长，曾经是
中年人专属的“上有老下有小”难题，却越
来越多地转移到老年人身上，
出现了
“夹心

老人”
群体。所谓的
“夹心老人”
，
就是对一
些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来说，上有八九十
岁的父母需要照顾，
而下又有孙子、
外孙辈
的孩子需要自己帮衬，结果本来应该含饴
弄孙的年龄，
反而是每天弄得疲惫不堪。
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公众的重视，尤
其是作为“夹心老人”的子女，更应该体谅
自己父母的难处，不要凡事都依赖父母。
与此同时，还可以主动参与照顾年迈的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工作，减轻父母的负
担。而作为政府或有关部门，在关心与呵
护“空巢老人”
“失孤老人”群体的同时，也
要对
“夹心老人”
群体给予必要的关注。

2018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五
报载，近年来，广州
法院审理了数宗辱骂、
殴打公交司机案件，肇
事乘客均被判处有期徒
刑 。 同 时 ，在 广
州，公交司机的心
理疏导已是必修
课，同时还开展交
通 法 规 、安 全 行
车 、应 急 技 能 、健
康心理、文明服务
等培训工作。
通过最近发生
的重庆公交车坠
江事件，以及广州
法院近年来审理
的数宗相关案
件，可以说，辱骂、
拉拽、殴打公交司
机案件并不少
见。由此可见，此
类事件已经到了
必须大力整治的
时候了。
只有让公交
司机安全，才会有
公交车上的公共
安全，这是再直白
不过的道理。让
公交司机安全，当
然需要一系列的
制度保障，比如定期的
心理测评与身体状况检
查、安全行车考核与应
急演练等等。但是，仅
有这些仍然不够。因
为，这些风险管控措施，
或是在车厢外，或是没

有乘客参与。所以，在
微言微语
基础管控措施之外，有
必要树立“公交司机不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过不懈
可侵犯”的社会共识，以
努力，有七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
保证在移动的公共
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 70%以上。
”
空间里驾驶员的安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全。事实上，从各
公室主任刘永富在改革开放与中国扶
地相关判例来看， 贫国际论坛上表示，中国 40 年前作出了
乘客辱骂、拉拽、殴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启动了有组织有
打公交司机或者抢
计划大规模的扶贫行动。
夺方向盘行为，多
是判以“以危险方
“中国航天将向国内外用户提供火
式危害公共安全
箭发射专属定制的‘专车’和搭载发射
罪”。从法理上讲， ‘顺风车’等多项运载服务。
”
这是“危险犯”，只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要构成了较大的
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 2020 年实现长
燕
“危险”，即便没有
征六号甲、长征七号甲和长征八号等新
农 造成严重后果，仍
一代中型液体运载火箭首飞，届时火箭
可追究刑责。
发射将面向商业市场，在更大程度上满
如此来看，公
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交驾驶员在法律规
定中本就“不可侵
“深圳升格为直辖市是谣言，毫无
犯”。只是，相关的
事实根据。”
普法还没有做到深
——11 月 1 日，在国新办关于《行
入人心，如果不是
政区划管理条例》吹风会上，民政部副
近期类似案件的发
部长唐承沛称。
生，恐怕相关新闻
很难成为热点。而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发生后，第
在有些乘客看来， 一时间就有人跑出来说是女司机逆行
司乘之间的矛盾， 导致公交车躲闪不及失控。这种说法
或许跟在菜市场吵
骗了很多人，而制造谣言者据说还是一
架并无区别，
这是一种法
名正规媒体的记者……作为一名记者，
制认知上的误区。即使
发布的消息与街边流言最大的区别应
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自
该在于真实性，职业训练也应该告诉
私性”考量，也需要让公
他，交通事故原因需要警方的权威信
交司机安全驾驶不受任
息，即使是警察在现场，也不会马上给
何干扰，唯有如此，才有
出结论，
而是需要有一个调查过程。
”
广大乘客的公共安全。
——《法制日报》发表文章《不要越
界充当公共安全事故发言人》指出。

公交司机安全驾驶不可扰

“如果观众一接触评书，就觉得距
离自己非常遥远，那评书艺术就面临真
正的危险了。”
——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在《人
民日报》撰文称，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
必须有时代感，有当代性。评书历来都
是关注当下、随时代发展，如果只拘泥
于古法、拘泥于旧题材，只会捆住评书
艺术向前发展的手脚。

解决养狗纠纷不能指望道德
舒圣祥
一条没有拴狗绳的宠物狗朝自己儿子
狂吠，为保护孩子，一位女士用脚驱赶狗，
结果遭狗主人殴打……发生在杭州的这起
因遛狗而起的打人事件，
让人异常愤怒。
不得不说，有些人其实是没有资格养
狗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尊重他
人。用经济学的词汇来说，养狗行为具有
很大的“负外部性”，就像司机开车不守规
矩一样，受影响的绝不只是司机自己，而
是司机周围的很多人。开车行为的“负外
部性”是如何规避的？一是提高开车的成
本，买车开车都要缴税，还得买交强险，既
为看不见的伤害（如尾气污染）埋单，也为
看得见的伤害（如交通事故）埋单。二是

提供处罚的成本，交通违法行为既要罚分
也要罚钱，直至终身禁驾。
同样，城市养狗行为带来的“负外部
性”
，
也不能天天只靠道德宣传，
或者指望养
狗者提高个人素质，
完全可以借鉴机动车管
理经验，
进行城市养狗行为的管理。首先，
养狗必须办证，
为便于持续管理，
可要求植
入芯片，
要求按年缴费，
按期打疫苗，
并且购
买伤人保险；其次，实行计分制，遛狗不拴
绳，
粪便不处理，
都应按章扣分，
扣满了就该
限制养狗，
发生恶性伤人事件或者类似杭州
养狗男这种奇葩，
更应终身禁养。
无论如何，养狗这件事，再也不能只
靠个人素质了。

时报周刊

安徽亳州市区风华中学一位学生家长反映，
在老
师的推荐下，很多家长在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好分
数”
的软件，
主要功能是查分。学校联考、
班级考试班
里成绩出来后，
家长需要登录软件查看孩子的各科分
数，
如果还想知道孩子的考试名次，
就需要付费。
赵顺清作

“我家有头黑熊，养不起了。
”
——近日，西双版纳勐腊县森林公
安局接到一村民求助电话，希望移交一
头重达 150 公斤的黑熊。黑熊的饲养者
是一名 70 多岁的老人，她 6 年前赶集回
来时看到一境外男子正兜售重约 5 公斤
的幼熊。因担心幼熊被人宰杀，于是花
120 元买下饲养至今。如今她已没有精
力再照顾黑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