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媒体报道，6 月 26 日，关乎
1.85 亿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的法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草案提
出，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拟定为中国老年节，“常回家看
看”或入法律。

草案规定， 家庭成员应当关
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
冷落老年人。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
的赡养人，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
候老年人。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
利。 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

生活或者就近居住， 为老年人随
配偶或者赡养人迁徙提供条件，
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
助。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
来越多的老人更加注重精神层面
的需求， 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受
到社会广泛关注。 1999 年央视春
晚唱红了《常回家看看》，这首歌
因表达了父母对子女的心声而广
为传唱。 草案明确，赡养人应履行
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
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
年人的特殊需求。 专家表示，敬老
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

当大力倡导赡养人经常看望慰问
老人。 但如何入法，语言上要仔细
推敲。

那么，关于“常回家看看”或
入法律，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据
《公益时报》与搜狐公益联手推出
的“益调查”结果显示，49.91%的网
友表示， 子女离家工作造成老人
空巢，这是目前很多家庭的状态，
但如果要法律强制子女回家看
看，既不是子女的孝心，也不能真
的解决空巢老人的心理需求，有
待商榷。 58.07%的网友认为目前
“空巢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心
理孤独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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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6月 25日 广州侨商 4000万元 慈善事业 广州市慈善总会

6月 26日 香港宏圆集团 价值 220万元物资 公益事业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6月 27日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500万元 家属抚恤 中国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

6月 29日 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400万元 希望厨房 湖北省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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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1 日)
（制表：张雪弢）

调查结果：

截止时间：7 月 1 日 20 时

本次调查从 6 月 28 日 11 时至
7 月 1 日 20 时， 共有 8877 位网友
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 25.23%的网
友认为立法提醒子女常回家看看很
有必要，有助于增强子女责任心。也
有 19.96%的网友虽然认为立法很
有必要，但也认为要酌情考虑。真正
工作忙的子女，法律不能苛责；而不
孝顺的子女， 法律也要保护老人权
益。而近五成的网友则表示，子女离
家工作造成老人空巢， 这是目前很
多家庭的状态， 但如果要法律强制
子女回家看看，既不是子女的孝心，
也不能真的解决空巢老人的心理需
求，有待商榷。

根据“益调查”显示 ，大家认为
目前“空巢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心理孤独寂寞， 在参与调查的网友
中有 58.07%选择了这项。也有 2673
位网友表示担心老人的起居生活没
人照顾。7.97%的网友担心老人的安
全问题。

那么对于空巢问题， 政府和社
会组织最需要做些什么呢？ 45.57%
的网友认为要建立社区街道与空巢
老人的紧密联系， 让老人能够安心
居家养老。41.54%的网友表示，应该
多建立公益养老院， 为空巢老人提
供性价比高的养老服务。 也有部分
网友认可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务，一
对一帮扶老人。

作为打击偷猎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一项重大举
措，加蓬政府近日烧毁了其持有的库存象牙。 当下，非
洲中部地区正面临着巨大的偷猎压力， 该地区的非法
偷猎大象活动处于历史最高纪录阶段。 加蓬是中部非
洲地区第一个公开销毁象牙的国家。 经审计，加蓬象牙
库存达 4825 公斤， 其中包括 1293 块象牙原料以及
17730 件加工过的象牙制品。库存象牙的总数量约取自
850 头死去的大象。

845亿元
6 月 28 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2011 年

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核心数据。 数据显示，2011 年全
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为 845 亿
元，占同年我国 GDP 比例为 0.18%;人均捐款 62.7 元，
占同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0.33%。

28391万人
6 月 27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 2011 年

全国社会保险情况。 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28391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2684 万人。 2011 年，全国企业参保退休人员月人均基
本养老金达到 1511 元。

14倍
近日可口可乐对降低致癌物 4-甲基咪唑的工艺

进行改良，但仅在美国实施了相关措施。 美国 355 毫升
可口可乐中，4-甲基咪唑的含量为 4 微克， 中国为 56
微克，两者相差 14 倍。

100项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介绍，为促进节能减排，

今明两年我国将启动实施“百项能效标准推进工程”，
发布 １００ 项重要节能标准， 重点是终端用能产品能源
效率标准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15%
耶鲁大学研究者表示， 若科学模拟模型能考虑到

各物种的关联性的话， 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
物种的灭绝。 物种间的关联网是非常复杂的， 预计到
2050 年将有 15%-37%的物种面临灭绝。 食物链的高层
对其他物种有更大的影响。

10万
6 月 28 日，香港卫生署公布，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

册自 2008 年成立以来，登记数字不断上升，到目前为
止，市民在中央名册上登记的人数已突破 10 万。

3000欧元
虽然本届欧洲杯开赛时正值欧元区主权债务危

机愈演愈烈之时， 但欧足联却并不担心财务问题，相
反，生财有道的他们还为每支参赛球队开出了 800 万
欧元的“保底奖金”。 甚至还有余钱搞慈善———比赛中
每打进一球，欧足联就会以官方名义捐出 3000 欧元的
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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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成网友认为
“空巢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心理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