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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乡村农民朋友处了
解到，前不久就曾发生因中小
学生在池塘边戏水而酿成的悲
剧。人们建房取土一般挖得较
深，形成坑塘，有的再深挖改造
后把坑塘变成小型养鱼池。然
而，就是这小小的养鱼池，由于
离村庄较近，又没有安全的防
护措施，就成了扼杀缺乏警惕
性年幼生命的陷阱，继而引起

民事纠纷等。
为防患于未然，笔者建议：

1.乡级基层政府部门要对邻近
村庄取土之后无人过问的无主
坑塘进行普查登记，确权监管；
2.在坑塘处设立警示牌和安全
防护网；3.学校和家长要对儿童
进行安全常识教育，教育儿童
不要独自玩水、游泳，做好监护
工作。⑦8 （梅 永）

核心提示 河南的老龄化率大体与全国
持平，老龄人口逾 1300万，如何在养老设施薄
弱、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破解老龄人口占
比不断增加、人口红利不断削减、家庭赡养能
力不断减弱等诸多难题，最大限度地增进老
年人的福祉，既考验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也
叩问着众多企业的社会良知。

46岁的独生女李虹在加拿大定居了11年，
最近她一直和河南的亲戚朋友们联系，咨询哪里
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父母生活的养老机构。

52 岁的李先生父母住在商丘老家，虽说
有一个妹妹在照顾他们，但他觉得养老的任
务应该由他这个儿子来完成。他想在一个能
够兼顾养老的社区买房子，却始终是寻寻觅
觅，没有结果。

不仅是远在海外或是不同城的子女无法
照顾父母，就连不少同城的子女们也会遇到
同样的问题：老人目前的养老和我们今后的
养老，该怎么办？

养老机构人气欠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邓郁松 8 月 31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
前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经超过 2 亿，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到 2053 年左右，我
国老年人口达到 4.87 亿左右，占到 35%。

据全国老龄委 7月 16日发布的我国首个
《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
我国养老产业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截至
2014 年底，我国共有各类养老服务床位 551.4
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6张。

目前养老机构整体运营情况并不乐观，
养老产业的投资“受益期较长，利润相对较
低”的特点明显。有 32.5%的养老机构呈现亏

损的状况，48.1%的养老机构运营状况为基本
持平，即不赔不赚；仅仅有 19.4%的养老机构
有所盈利。

需求缺口巨大，现有的养老机构盈利较少
甚至亏损。全国老龄办综合部副主任鲍学全分
析，很多集中式养老社区远离城区，老年人与儿
女相见困难，社区缺乏活力，大部分老年人不愿
意去。许多老年人也不接受到养老机构去养老
的理念。同时，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目前大多
是生活不能自理、儿女赡养不利，或是三无、五
保老年人等，如果家庭完善和条件许可，90%的
老年人还是选择居家养老。

河南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张宏兵
介绍，截至 2013 年底，我省老龄人口有 1304
万，占总人口的 13.87%。现有养老床位 26.6
万张，还差 6.4 万张，失能老年人床位尤其紧
张。河南省市和农村的养老机构覆盖率分别
为 20%和 16%，在养老方面不堪重负。

最近，我省投资 500 万元，正在建设全省
养老机构的 12349 信息呼叫平台，使全省 780
家养老机构的床位和运营费用补贴等都可以
在网上查询，最大限度地科学利用有限资源，
但是养老问题的压力依然很大。

要彻底改善养老现状，除了政府努力，重
要的是调动社会力量。张宏兵认为，探索医
养结合、养老公寓、托老站、社区互动等模式，
重点从社区居家养老着手，就近养老，既亲情
化，又能解决上门服务的问题。

医养结合，居家养老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鲍学全认为，人们对
居家养老、社区化养老的需求日渐旺盛，新兴
的医养社区，即全龄化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
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或将成为破解老龄
健康挑战的一项创新。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建军
称，我省的一些民营企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始终在实践中创新。河南成益置业有限
公司探索出的医养地产模式格外引人注目，
为部分家庭解除了养老敬老的后顾之忧，替
政府解决了公共财力不足的难题。居家养老
体系也许是破解当下河南乃至中国养老难题
的一把钥匙。

他表述医养全龄化社区的特点应该是：
社区的儿童、年轻人和老年人住在一起，是一
个有生气与活力的健康生态，有利于老人健
康；有全新的适老医疗服务配套设施，是老年
人和其他居民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

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不少居家养老的
老年人同时也会面临着生活无人照料、生病
无人看护、就医问药困难等一系列难题。如
何解决 90%老年人的居家养老问题？这是
中、低层收入老龄群体十分关注的，也是一个
不容回避的重要生活问题。

河南成益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清芳认
为，破解居家养老的难题，意味着社区不仅满
足一般的居住，还要建立起社区医疗和养老
的联系机制，拓展老、中、少三代人员的健康
检查和养生指导，使居民的整体预防保健提
升到一个新高度。

她在地处郑州市龙湖镇的维也纳湖畔社
区进行实践。这个社区已经有七八十栋楼拔
地而起，其中三栋做养老地产，并开设全科诊
所、护理站、日托所、老年公寓、大病绿色通道

（全国性医生专家库）等，服务小区老龄人和
其他居民。该项目很受欢迎，已经有 2000 多
家业主购买入住。

李清芳说：“医养居的模式可能会困难重
重，但是也得有人去做，现在是我们父母养老
的问题需要解决，今后将是我们自己养老时
该怎么办。我父母身体不好，父亲已经卧床

10 年。做好全部的养老设施后，我会第一时
间把父母搬进维也纳社区。”

医养地产是新的产业链发展模式

海量的人口基数，有限的资源禀赋，深入
人心的孝悌文化等现有情况，决定了居家养
老的模式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借鉴，必须在实
践中探索。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谷建全解释，医养
地产模式体现了医养、居家要求的融合、集
成、全面这样一种概念，目前还是草创阶段，
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他希望通过医养地产以及其他创新，做
好顶层设计、中层安排和落地操作，为老龄社
会的基础性健康战略探索出一条新路。

邓郁松认为，我们要注意这一趋势的变
化，即，从某一个产业发展转变到某一个产业
和其他产业的有机结合，形成新的产业链模
式。而新的产业链的形成，关键是要做好资源
整合，让公共资源、社区资源和家庭资源很好
地结合。

随着新的需求和新的发展模式的出现，
国家应在政策层面适当引导，并促进相关服
务业的发展。只有相关服务业发展了，养老
地产和医养地产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总之，
医养地产的发展是否成型，是否让入住者满
意，核心在于相关的服务业能否为大家提供
满意的服务。

每一个人都希望活得够潇洒，失能有尊
严，离去无痛苦，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做到养老
的自我规划、健康的自我管理和社会的积极
参与。

善待今天的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养老产业路长且艰，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各
方面的共同努力。⑦3

近日，笔者到一些乡村走访
时，几位村民不无羡慕地说，看到
电视里今天这里开会，明天那里
开会，真希望村子里也能经常组
织村民开开会，让村民也多多了
解一些党的惠民政策。据了解，
各地农村“会荒”现象十分普遍。

眼下，各地各级政府部门
几乎天天都有会开，不管什么
大事小事，重要不重要的事情，
都要通过开会来传达和落实。
而处于最底层的广大农村，一
年到头也没有一个会议。一些
村民说，上面有什么惠民政策，
村民几乎没人知道，往往都是
由村干部说了算，有时候村干
部变着花样“耍”村民，村民往
往都被蒙在鼓里。

其实，村民作为最底层的
一个群体，经常开开会也是十
分必要的。现在，从中央到省
市县各级，每年都有很多的惠
民政策出台，包括每年的中央
一 号 文 件 ，都 与 三 农 息 息 相
关 。 如 果 上 级 部 门 的 一 些 好
政 策 不 能 很 好 地 传 达 到 村 民
当中去，村民就不能真正体会
到 上 级 有 关 政 策 的 利 好 。 如
此，一些惠农政策就不能得到
很好的宣传和落实。

当然，农村“会荒”现象的
存在，关键还是村“两委”干部

的思想意识在作怪。一方面一些
村干部以为村民文化程度不高，
对上级的一些惠农政策难以理
解，便随意传达一下就算了事。
有的甚至把一些惠农政策进行

“阻截”，使“最后一公里”难以到
达。另一方面，一些村干部怕麻
烦，生怕上级的惠农政策落实不
到位，反而引发村民更大的意见，
而干脆“不作声”，装作哑巴。加
之，有的村干部认为反正一届只
有三年，下一届又不一定是自己
当村干部，于是能不开会就不开
会，能应付就应付，能瞒则瞒，从而
造成农村“会荒”的日益严重。

因此，笔者以为，要破解农
村“会荒”现象，关键是要端正
村干部的思想，树立村干部为
民服务的意识，要把村民的渴
求当成自己的渴求，不妨多通
过会议、广播、黑板报、村务公
开栏等形式，把村民迫切需要
的党的惠民政策毫不保留地传
达到村民当中去，让广大村民
既能及时获取上级的一些惠农
政策，又能很好地利用党的惠
农政策发家致富，走上脱贫致
富奔小康之路。如此，干群关
系才能和谐，村干部才能赢得
村民的拥护、信任和爱戴。

总之，一句话，农村也应常
“开会”。⑦3

□本报记者 赵慎珠

居家养老，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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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绪，淅川荆紫关国有林场场长，妻子陈青娥，淅川县西
簧乡深山区一名小学教师，自 1972年两人共结连理，已经相守
了 43 个春秋。43 年来，他们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相濡以
沫。

李学绪自 1998 年任荆紫关国有林场场长后，林场日渐葱
茏，森林覆盖率已达 97.8%，成为豫、鄂、陕三省交界区面积最
大的国家级重点公益林区，有效涵养了水源地水质。

陈青娥自 1972 年任教以来，一直在淅川县西簧乡桃花
村、李家湾村等深山小学工作。2003 年 3 月，带一名学生去医
院看病时，陈青娥过度操劳，突发脑溢血，经过抢救，生命虽
无大碍，生活却不能自理，含泪告别了自己挚爱的讲台。

12 年来，李学绪对妻子不离不弃，为妻子擦屎、端尿、倒
茶、喂药、洗澡、洗脚、穿衣、做饭。如今，陈青娥在李学绪的
照顾下，恢复得越来越好，他们的爱情就像荆紫关国有林场
的树木一样永远常青。⑦3

康 帆 葛玉顶 摄

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
断发展，农民对信息的需求量
也越来越大，可笔者最近通过
调查走访发现，大多数乡镇邮
政所只设置一至两个邮筒。平
时农民朋友寄信一般要跑四五
里甚至十几里路，很不方便，也
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再
说让邮递员捎信，他们每星期

到每个行政村才去一两次，耽误
时间，农民手中又没有现成的邮
票、信封，操作起来既不方便又
不放心。因此，农民急切盼望
在科技、教育、文化“三下乡”的
同时，希望邮政部门的邮筒也

“下乡”到每个行政村“安家落
户”。⑦8

（卢学波 梁锦学）

近日，在临颍县南街村热带植物园，青竹园内
的大部分竹子上被一些不文明游客刻字，或见证爱
情，或纪念友情，或到此一游。弄得竹子伤痕累累、
有碍观瞻，以致园方挂出了“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
明”的提示牌。

该园区的数百棵竹子上，都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文
字，甚至一些仅小手指粗细的竹子也没能幸免。一棵拳
头粗的竹子上，“××爱××”、“××到此一游”、“×××
发财”之类的刻字，把许多竹子的表皮都刻掉了，因此而
受伤枯死的竹子也不在少数。⑦8 王子瑞 摄

农村开会很有必要

莫让乡村坑塘成陷阱

农民盼邮筒及时“下乡”

南街村热带植南街村热带植物园物园

青竹园青竹园咋变成了咋变成了““留言墙留言墙”？”？
深山护林员和
乡村女教师的爱情守护

□叶金福

“王茅”传奇：茅台家族的酱香骄子
金雄

2015 年 6 月 8 日，山东多个城市的
市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景象：

在这个北方省份的省内高速公路
沿线、济南、青岛、淄博等重点城市的
街头，出现了 68 块神秘的户外广告。
这些树立于道路旁侧的户外广告立
柱，用红绸布包裹，硕大的红色绸布画
面中央只有一个大大的“秘”或“密”字
样。

这个户外广告外，除了这两个字
样和茅台股份公司的标志外，并无更
多元素。各种猜测声音，由此在坊间
争相传播。直到一周后的 6 月 15 日，
这个谜底才最终被揭开：贵州茅台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王茅酒，于这一天
在山东上市。

2015 年，注定又是王茅酒不同寻
常的一年。

这一年，王茅酒被茅台集团作为
“一曲三茅四将”战略旗舰中重要的一
支力量，被推向市场前沿。这款有百
年历史的白酒，曾在中国白酒史上占

有辉煌的一席之地。
“王茅”在 100 年前的巴拿马万国

博览会上夺得金奖，曾经在人们记忆
中留下赫赫声名，之后曾一度消失在
历史的尘烟中。1980 年，有仁怀的民
营企业开始生产王茅酒。

今年 6 月 15 日，济南。在贵州茅
台股份有限公司举行的华茅、王茅酒
发布会上，茅台集团总经理刘自力表
示：“百年前，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
览会上的惊世一摔，开启了中国白酒
香飘世界的历程；百年后的今天，为了
纪念这段荣耀的历史，贵州茅台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的华茅、王茅酒品牌重
新面世，是我们这代茅台人对历史的
纪念，对先贤的致敬。”

公开信息显示，在茅台制定的大
茅台酱香酒战略中，茅台将重点打造
以“贵州牌”为核心的茅台酱香酒，形
成“三茅一曲四将”的新架构，围绕高
端茅台酒形成一个跨越中端、中高端
的完整体系，构建茅台自己的“金字

塔”型的产品结构。贵州茅台酱香酒
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光义说：“作
为 贵 州 酱 香 酒 旗 舰 产 品 ，要 打 造 王
茅 、华 茅 成 为 全 国 范 围 内 中 高 端 品
牌，成为茅台酱香酒公司主要业绩增
长点，实现全国市场的有效扩张。”

有民间资深饮者在品过王茅酒
后，对其作了这样的描述：微黄显透
明，纯净无沉淀。举杯轻摇，对着日光
或月光，则可看到细细的酒花沿杯而
生，又复归于灭。

在济南的这场发布会上，《糖烟酒
周刊》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建军对茅台
今后发展作出市场预判，并称“现在才
是真正的‘茅台时间’”。

国酒茅台山东经销商联谊会会
长辛克思，对王茅酒的未来市场作了
这样更直接的表述：如果说前几年的
飞天茅台酒成就了许多人的财富梦，
那么本次的王茅同样会在数年后成
就一个个的亿级、千万级大商。

“王茅”必将再续辉煌传奇。

福彩、慈善联合开展“向共和国老兵致敬”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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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上午，河南省慈善总会与河
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赶赴位于河南新
乡的省荣军休养院、省荣军医院，联合组
织开展“向共和国老兵致敬”慰问活动。
河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鲁献启、秘书长刘
高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李广云副
主任等参加此次活动。

此次慰问活动，主要是向在省荣军休
养院和省荣军医院休养、住家的 30 名抗战
老军人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合计 19 万
元，由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捐赠。慰问品
30 份，合计 15000 元；慰问金共 175000 元，
其中 5 名抗日老兵每人 10000 元，其余 25
名老军人每人 5000 元。这些老军人均是
1-4 级伤残，其中在省荣军休养院集中供
养的 18 名老军人均是 1 级重度残疾。他
们中年龄最大的 94 岁，最小的也近 60 岁。

在省荣军医院，两家机构领导走进老兵
病房，一一和他们拉家常，老人们回忆起那

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讲述自己的抗战经历，
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听说有人来拜访，一
位失去双腿的老兵在病床上不停地擦眼泪，
连连说感谢党，感谢还有人挂念，感谢现在
的好日子。走出医院，大家又来到一些老兵
家里，看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起居饮
食，并叮嘱他们的亲人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些
共和国的老功臣。94岁的王爷爷眼不花耳
不聋，自豪地说：“我是个孤儿，没爹没娘，一
路流浪，1945年 4月参加八路军，三大战役、
抗美援朝，我都参加了。现在日子好了，就
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强大！”

河南省慈善总会与河南省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联合开展此次“向共和国老兵致
敬”慰问活动，旨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之际，为共和国老兵送去温暖献上爱心，
进一步彰显省慈善总会“扶危济困、成就
爱心”的宗旨和福利彩票“发展福利和社
会救助事业”的发行目的。 （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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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 9月开学季。得益于
南阳市 2015年度“助孤儿圆大
学梦”助学行动，部分考上大
学的南阳孤儿脸上也得以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9 月 1 日，
2014 年度“助孤儿圆大学梦”
助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在
南阳市民政局举行，全市 29名
2014 年考入全日制高等院校
的孤儿大学生获得了及时资
助，每人 5000元。

“助孤儿圆大学梦”的助
学行动，从 2008 年起，每年用
发行福利彩票筹集的公益金，
对考入全日制普通本、专科院
校的孤儿大学生和部分贫困
大学生进行一次性资助，资助
额度为每人资助福彩公益金
5000元。

此次活动，由各县区上报
拟受助名单，经过逐级审查最
终确定了 29 名符合条件的孤
儿大学生和部分特困大学生
进行受助，使他们感受到社会
的关爱，感受到福彩“救孤、济
困、扶老、助残”的公益宗旨。此项活
动自 2008 年启动以来，已在南阳市
连续实施七年，全市共有 154 名孤儿
大学生受到资助。 （孙少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