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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月内两位独居老人死亡！尸体发臭被邻居发现……

看法 释法
用法 守法

专家谈老有所依的法律依据

老人家中去世多日
被发现时身体已发臭

六旬老人家中去世
生前只有狗狗陪伴
无独有偶，一个多月前郑州有
一个六旬独居老人在家中去世，生
前只有狗狗默默守护。
6 月 9 日，郑州一位 67 岁独居
老人由于好几天没下楼，邻居敲门

老有所依有法律依据
大河法律服务团认为，随着
人口流动不断加速，以前家庭养
老中，家人天天聚在一起的情形
已不复存在，出现“空巢家庭”在
所难免，即使儿女愿赡养老人，
也无法照顾老人，
“养儿防老”已
难以现实。为保障老年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国家每年都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毕竟有限。
2013 年 7 月 1 日，我国新修
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
实施，其中新增社会服务、社会
优待、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障等
内容，甚至包含“常回家看看”的

精神慰藉条款，在法律层面给予
老年人更多保护，引起社会热议
和关注。但在现实中却时常发
生老人孤独惨死家中的现象，这
不仅关乎子女道德的事，更关乎
社会保障和社会风气。无论大
都市、小地方，只有普遍建立公
平、合理、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
法律体制，人人才无后顾之忧，
才能全身心投入生产、生活，社
会才能进步发展。只有法治和
美的阳光普洒我们的生活，
“老
有所依”才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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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郑州市某小区，一七
旬老人死亡多日无人知晓，邻居散
步闻到楼道里发出恶臭，才发现好
几天没有见到老人，立即报给社
区。社区工作人员去家中查看，才
发现老人已去世多日。
据社区工作人员称，老人 75
岁，是位孤寡老人，平时生活很节
俭，疑似中暑导致死亡。

不应、打电话关机，因此怀疑老人
可能出事儿随后报警。
邻居称，老人每天早上 6 点多
都会下楼，但是 10 天未见老人，平
时 24 小时不关机的手机，却 3 天打
不通。老人还养了一条狗，以前总
是和小狗做伴，这几天却听不见狗
叫了。
不久后，120 和 119 打开门，证
实老人已经去世。
近年来，空巢家庭、独居老人
现象越来越突出，已成为一个绕不
过的社会问题。仅在近期，
江苏、
上
海还发生了两起独居老人身亡的惨
剧：5 月 16 日，江苏扬州，一名六旬
独居老人被发现死亡多日，邻居闻
到异味后报警。
7 月 19 日，上海包山，一名六
旬独居老人死于家中。而网上随
手一搜竟发现几百条独居老人家
中去世多日无人发现的新闻……

两次遗弃儿子
法院将
“学习如何做母亲”
写入判决
大河法律服务团咨询电话：

近日，郑州市区连续发生两起独居老人在家身亡事件,其
中一位独居老人在家中死亡多日，直至楼道里散发出阵阵腐臭
味，才被邻居发现……近年来，空巢家庭、独居老人现象越来越
突出，已成为一个绕不过的社会问题。法律专家认为：老有所
依有法律依据。但只有从法治层面深刻思索“老有所依”的人
生命题，只有法治和美的阳光普洒我们的生活，
“老有所依”才
不成问题。

“被告人何翠玲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在缓
刑考验期间，禁止被告人逃避家庭教育指导……”
2019 年 2 月 15 日，何翠玲犯遗弃罪一案在上海市长宁区法
院宣判。这也是全国法院首次在遗弃案件中通过缓刑禁止令的形
式，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学习家庭教育知
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的义务写入判决。

一个被母亲丢弃两次的孩子

何量刑，合议庭内部也一直争执不下。
法院在充分考虑了孩子的意愿，基于
“儿童利益最大化”以及惩罚与教育改
造相结合的原则，
最终决定对被告人何
翠玲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2005 年，何翠玲离开老家的丈夫
和儿子，只身一人来到上海一足浴店
工作，与顾客刘根林相识并发生一夜
情。不久，何怀孕，并抱着一丝侥幸生
下了乐乐。随着乐乐长大，何的丈夫
说 法
觉得孩子长得不像自己，便悄悄做了
亲子鉴定，
证实乐乐确非他亲生。
一个为了孩子
两人离婚后，何翠玲带着乐乐返 “利益最大化”的决定
沪找到乐乐的生父刘根林。然而，年
针对此案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
近花甲的刘无法接受这个儿子。2012
认为，对被告人连续两次遗弃亲生儿
年，何翠玲代表乐乐将刘根林诉至法
子，不具有自首情节，让乐乐在颠沛
院。2013 年 5 月，法院判乐乐随母生
活，由刘根林每月支付 1200 元抚养费， 流离、没有亲人陪伴的环境下度过了
童年，心灵遭受严重创伤，亲子关系
至 18 周岁时止，并补付乐乐出生到判
几近破裂，其一再不履行监护人义务
决时的抚养费 9.6 万元。
的行为应受到严厉制裁。
但几天后，
何翠玲将乐乐遗弃在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对其适用
法院立案大厅，
说：
“我知道这样不对，
但
缓刑。
“ 本案缓刑宣告的目的不仅是
我养不活孩子，
没办法。
”
随后何关了手
机。就这样，
6 岁的乐乐被送往福利院。 为了教育、挽救被告人，更是为了让
被害人乐乐在成长过程中有机会感
法官们与乐乐父母沟通，
一个月后，
何来
受家人的关爱。
”
判决书中这样写道。
到法院，
写下保证书，
将乐乐接了回去。
“她觉得乐乐跟着自己会吃苦，
令人想不到的是，2015 年 2 月，何
希望政府能帮乐乐找到更好的归
故技重施，再次将乐乐遗弃在了法院
门外。乐乐只能再次借住在福利院， 宿。然而除了物质条件，亲人的陪
伴、关爱和教育才是对乐乐成长更重
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寄居生活。
要的东西。
”主审法官顾颖说。
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强
一个困扰法官的两难问题
制手段促使何翠玲树立正确的家庭
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
2018 年 8 月 6 日，何翠玲因犯遗弃
法、提高文明教育的能力，最大程度
罪被刑拘。被告人在具备抚养能力的
修补母子感情，使乐乐健康成长？合
情况下，先后两次将其负有抚养义务
的被害人乐乐遗弃，时间长达近四年， 议庭决定以缓刑禁止令的形式，将家
庭亲职教育作为强制履行义务写入
其间相关工作人员多次上门，但其故
判决，
这样的判决在全国尚无先例。
意躲避，拒不履行抚养义务，情节恶
劣，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对此，被告
（转自人民法院报 文中当事人均
人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但究竟该如 为化名）

强迫小区住户到
“食堂”
吃饭，
是什么罪？
2017年底，
石某某在某小区以单元
楼内的房间为载体开设了一家
“食堂”
，
江某负责买菜烧饭、
石某负责收款记账。
开业前，石某某、江某召集该小区
的租户至“食堂”开会，强行要求小区
内的人员交钱到“食堂”吃饭，规定每
人每天 70 元或 80 元，还要求住户即使
不吃饭也要缴纳费用。其间，该小区
住户胡某因经济困难没有按期缴饭钱
而被石某、江某威胁，被迫补缴 1100
元。另一住户罗某也曾因没有交费吃
饭而被石某殴打。其余住户因听到有
人被威胁或被殴打，
慑于该团伙在小区
内的影响力被迫交钱，
每日到
“食堂”
吃
饭直至案发。
据统计，石某某等人迫使多名住
户至“食堂”吃饭至少有 376 次，交易
金额至少 2.6 万余元。

说 法
被告人石某某利用他在暂住地
小区的影响力，开设“食堂”，伙同他
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迫该小区
住户就餐，收取“餐费”，强卖商品，扰
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情节特别严重，其行
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法院依法以强
迫交易罪判处被告人石某某有期徒
刑四年零三个月，处罚金 4 万元；被
告人石某有期徒刑三年零九个月，并
处罚金 3.5 万元；被告人江某有期徒
刑三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 3 万元，
责令三名被告人退赔被害人经济损
失并继续追缴三人违法所得，予以上
缴国库。
（内容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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