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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应对子女回家难
超四成网友认为应发展社区养老

1 月 13 日， 一年一度的春运
大幕正式拉开。 因为今年春节比
往年来得早了些， 学生流、 探亲
流、 务工返乡流等客流高峰重叠,
也让今年春运买票成为近年来最
难的一次。

即便如此， 很多人还是想尽
办法买票回家。 因为，对中国人来
说，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排除
万难也要回家陪父母过年。 于是，
“常回家看看”这一老生常谈的话
题，再次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

2012年 12月 28日，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全票
表决通过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将“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条文之
中。 但是，由于并没有细化法律责
任,也没有附加具体的实施细则，这
一规定一直面临落地难的尴尬。

与此同时， 我国老龄化也在
逐步加深。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留
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增多，养老
照护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挑战。

为了让法律能落地， 对于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
这一内容， 各个地方纷纷出台配
套的地方条例进行了强化， 其中
除了鼓励性的规定之外， 一些地
方还有一些创新举措。

比如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
障条例》就规定，如果子女等家庭
成员拒不探望老人， 老人可以提
起诉讼， 要求他们履行探望的义
务。 如果当事人拒不执行这一生
效判决， 相关信息将会归入信用
平台，对当事人的买房、贷款等经
济活动都将带来一定的影响。

“常回家看看”这个条款的可
操作性确实很差， 好的办法又比
较难找。 那么，孝顺父母是不是必
须要亲自回家朝夕相处呢？ 中国
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李超从另外
一个角度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思
路。

她指出，对父母的赡养可以
分为物质赡养、精神赡养 (也叫
精神慰藉 ) 和生活照料三方面。
其中，“常回家看看”主要是属于
精神赡养这方面。 而精神赡养还
可以体现出更多的宽泛性，比
如 ,经常打打电话、与父母视频、
发微信等。

那么， 对于常回家看看和父
母养老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公
益时报联合问卷网、 凤凰公益推
出本次益调查———入法多年，常
回家看看，你做到了吗？

本次调查共有 1030 名网友参
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常回家看

看面临种种现实困难， 超四成网
友认为应该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提
供便捷、有效的服务，减少老年人
的不便与寂寞。

调查发现， 每周回家看望父
母一次及以上的网友占 33.57%，
40.46%的网友每月看望一次。半年
看望一次的只占 18.58%， 一年看
望一次的只有 7.39%。

常回家看看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网友践行。 这一点也和网友对

“常回家看看” 列入法律条文效果
的看法一致。过半网友认为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入法以后对公众能够
起到提醒作用。 26.97%的网友认为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不过仍有
20.89%的网友认为没有促进作用，
改变不了回不了家的现实困境。

怎样才能使物质和精神的养
老问题都得到解决？ 除了大力发
展社区养老之外，34.17%的网友
认为需要政府出台政策， 通过减
免税、户籍开放、探亲假等措施为
探望父母提供便利。 仅 14.29%的
网友认为可以通过培育社区社会
组织， 让老人通过社会组织及老
人自组织的活动找回生活的乐
趣。 宣传孝敬父母的典型的作用
最不被认可， 仅有 7.48%的网友
表示认同。

网友留言：

小鲁嘟嘟： 不管是
不是新年， 都要常回家
看看， 父母每天都在期
盼我们子女回家。

刀自磨砺： 今年还
是回不去， 我真的好可
怜啊。 能够常回家看看，
现在都成了一件特别困
难的事。

孙岚 533533：赡养
老人，常回家看看，这是
应尽的义务， 本无需动
用国家强制力量。现在，
要用法律来保障、 甚至
用 不 分 遗 产 加 以 “威
慑”，弘扬孝道的传统美
德教育到哪里去了？ 这
份孝心， 难到非得动用
国家强制力才能维系？

浙江龙团长： 现在
有一个问题说回家看看
的法律不够细， 但我觉
得更需要关注的是公司
休假制度！

1.你怎么看“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条文的效果？
A、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法律可以规范人们的

行为。 26.97%
B、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入法以后对公众能够

起到提醒作用。 52.14%
C、没有促进作用。 改变不了回不了家的现实

困境。 20.89%

2.你多长时间回家看一次父母？
A、每周看望一次及以上。 33.57%
B、每月看望一次及以上。 40.46%
C、半年看望一次及以上。 18.58%
D、一年看望一次。 7.39%

3.你认为怎样才能使物质和精神的养老问题
都得到解决？

A、政府出台政策，通过减免税、户籍开放、探
亲假等措施为探望父母提供便利。 34.17%

B、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提供便捷、有效的服
务,减少老年人的不便与寂寞。 44.06%

C、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让老人通过社会组织
及老人自组织的活动找回生活的乐趣。 14.29%

D、宣传孝敬父母的典型，营造常回家看看的
社会氛围。 7.48%

我国每年器官移植数
仅约 1万例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我国每年因终末期器
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 30 万人，但是
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 1 万例。供体的严重缺乏，极大
地制约着临床救治工作。

点评：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涉及诸如文化、法制、
伦理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更长久
地投入其中。

2017年全面禁止
国内象牙贸易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
牙及制品活动的通知》， 要求分期分批停止商业性加
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 通知规定 2017 年 3 月 31 日
前先行停止一批象牙定点加工单位和定点销售场所
的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全
面停止。

点评： 关闭合法市场对保护大象是非常重要的一
步，但必须有相应替代措施才能真正使禁令发挥作用。

西班牙夫妇利用女儿病情
“诈捐”近百万欧元

据《新闻晨报》消息，一对西班牙夫妇称自己女儿
病重，父亲为此全世界奔走求医。“有爱”的父亲和“可
怜”的女儿，感动了无数西班牙人，这对夫妇收到了近
百万欧元的捐款。 但上个月， 这对夫妇被曝涉嫌“欺
诈”， 警方指控他们花掉了为女儿治病筹集的 91.8 万
欧元捐款中的 60 万。

点评：人性的恶任何国家都无法杜绝，最根本的是
建立有效的公益慈善机制去抑恶扬善。

2016 年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率达到 60%

在 1 月 1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住房城乡建
设部总经济师赵晖表示，2016 年， 全国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率达到了 60%， 预计 2020 年可以实现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率达到 90%的目标。 2016 年，全国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率 22%，虽然比例不高，但增速很快，是“十
二五”的 4 倍。

点评：垃圾是农村脏乱差最突出的表现，只有农村
的垃圾、污水都处理好了，我国的人居环境才是真正变
好了。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1月 29日 曾辉强 200万元 奖学助学 河源市连平县大湖老区教育慈善促进会

2017年 1月 31日 陈永建 5000万元 教育事业 晋江市养正中学种胜教育基金会

2017年 2月 3日 马云 2000万美元 建立奖学金 澳大利亚大学

(2017 年 1 月 23 日至 2017 年 2 月 5 日)
（制表：王勇）

1 月 27 日，哈尔滨市 30 多名失独者度过了一
个难忘的除夕， 他们一起参加了由黑龙江省妇女
儿童基金会主办、 哈尔滨行大职业培训学校承办
的失独者新春联欢会。 黑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先后举办了正月十五闹元宵、 三八节双失家庭联
欢会、母亲节户外野游、仲秋赏月等系列失独者之
家活动，鼓励他们互帮互助，共同面对生活中遇到
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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