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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城的养老

9 月 12 日下午，位于商城县崇福大道的久久红
养老公寓大门外，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路边看
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

这些年龄大多超过 70 岁的老人来自该县各个
地方，他们或因无子女，或因后人无法照顾，被送
到这家老年公寓安度余生。

这是一家民营养老院。从 2002 年创办至今，
久久红老年公寓每年大致增加 10 名老人，从去年
到今年是老人增加最多的一年，增加了 20 多人。
现在，公寓入住的老人共 140 人，而公寓规划的床
位数是 150 人。

一个健康老人入住 2 人间，包括餐费在内，一
个月的所有费用是 1000 元；一个需要全面护理的
失能老人，所需费用每月约为 2200 元。

不过，与农村 60 岁以上老人每月养老金不足
200 元相比，千元以上的费用仍然是一个不菲的数
字。在县城，即使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工，养老金
也差不多与养老费用持平。

“虽然我们想尽力让老人享受晚年，但也要考
虑费用，处处精打细算。”一个前来咨询的中年女
子告诉记者。她向老年公寓详细打听了价格之
后，还问询在门口有哪些路公交车、去乡镇的中巴
有哪些路。

据了解，久久红老年公寓是商城县目前办得
最为成熟的一家民营养老院，入住老人的规模也
是最大的。提供的服务颇有口碑，许多后期入住
的老人大多是通过同村或同乡口口相传，最终选
择了这个养老院。

在该县城的另一家有规模的老年公寓是商城
县光荣老年公寓，属县民政局下属的二级机构，公
办养老院。

这家老年公寓的接收对象是四类人，退休人
员、三无人员（无子女、无固定收入、无劳动能力）、
优扶对象（病退、军人）及烈属。每人每月费用从
800 元到 2000 元不等。目前该公寓床位为 100 个。
由于床位紧张，尚有 60多个老人排队等候入住。

在记者调查的养老院中，这是唯一一家老人
排队等候入住的养老院。“这种情况与入住对象的
收入有关系，毕竟大多数还是退休人员，加上其家
属收入可能中等偏上，作为一家公立养老公寓，目
前规模的床位数自然显得供不应求。”一个关注养
老行业的人士告诉记者说。

据调查，除了县城的老年公寓外，乡镇村还开
办了为数不少的养老院。其中，有 19 个农村幸福
院（日间照料中心）已建成并投入运行，另有 80 个
村正在积极筹建农村幸福院；乡镇敬老院 18 个，床
位 1280 个。不过，利用率并不算高，约 22%。

而另一方面，该县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12 多

万人，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近 0.9 万人。
一方面，是人口庞大的老龄人群，另一方面是

众多敬老院入住率较低。“除了养老观念问题，恐
怕也与收费稍高有关，这是全国面临的一个共同
难题。”省社科院的一位匿名人士分析说。

都市的“蛋糕”

9 月 15 日上午，郑州市西三环与航海东路交叉
口，上海和佑养老集团郑州（西三环）和佑尊长园，
在一栋楼的一楼大厅里，身着粉色制服的几个护
理员在台上表演节目，台下众多坐在轮椅上的老
人一边观看，一边展露笑容。

这个养老公寓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开业，目前
入住 180 个老人，老人的平均年龄 83 岁，其中八成
人员来自郑州市。

据该院首席养老顾问王卫霞介绍，老人入住
这里分三块费用：床位、护理、用餐。一个健康老
人，入住标准间，正常用餐，一个月费用标价约
3500 元，实际入住收费会低于这个数，约 2800 元；
一个失能老人的所有费用则在 4000 元至 6000 元
之间。

和佑在荥阳还有一个尊长园，基础设施等并
不逊于郑州西环的这家。“收费一样，不过那里的
护工成本低一些。”王卫霞说。那里现在入住老人
不到 200 人。

该机构宣传页称，这是“河南最好的养老机
构”。不过，有老人的地方，就能看到护工在身边，

这是记者最直观的感受。
尽管如此，两个尊长园入住率都期待进一步

提高。
“费用还是有些高，我们回去再考虑考虑。”一

对中年夫妇在考察之后，告诉记者说，他们接受的
费用在 2000 元以内，因为除了正常费用，还要考虑
老人的医疗费用。

郑州本土发展起来的爱馨养老集团已拥有几
家养老公寓，位于郑州市长江路上的爱馨阳光城
老年服务中心，拥有一栋 19 层大厦，其中 5 至 18 层
皆为老人养老公寓。在这个大楼里，从就餐到医
疗一应俱全。

据企划部经理王海斌介绍，这个养老公寓是
纯公寓式养老，不到 400 个床位，现在有 387 人入
住。

爱馨阳光城老年服务中心收费标准为，一个
健康的老人，每月费用最低 1200 元，一般不超过
2500 元。半失能老人每月约需 4000 元，全失能老
人费用 5600 元。

比起尊长园，爱馨费用略低，但也价格不菲。
尽管如此，郑州人谈到老年人养老，尊长园、爱馨
集团仍然是无法忘怀的地方。“那些地方条件成
熟，从养老到医护，毕竟有保障。”郑州市第九人民
医院的一位专业人士告诉记者说。

走高的趋势

实际上，商城县养老机构还有一个更为“高大

上”的在建项目——幸福家园养老服务中心。据
工程概况介绍，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3.59 万平方米，
建成后，这里将容纳集中式养老、普通自助式养
老、高档自助式养老，养老床位 900 个。

“高档自助式养老将提供更为周到全面的服
务。”谙悉此项养老服务的专业人士马静告诉记
者。她目前是一家养老公司的执行董事，她所在
的公司在山东等地做全龄化持续照料养老养生社
区（英文为 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
ty，简称为 CCRC）。这种周到的服务相应也需要更
加昂贵的费用。

CCRC 应该是目前国内最为高端的养老形式，
是引进国外的养老模式，与“高档自助式养老”的
表述相比，全龄化持续照料、养老、养生、医疗是一
个更为具体的描述，也更为诱人。CCRC 社区在美
国有一百多年历史，是一种复合式的老年社区，通
过为老年人提供自理、介护、介助一体化的居住设
施和服务，使老年人在健康状况和自理能力变化
时，依然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继续居住，并获得与
身体状况相对应的照料服务。

在郑州市黄河游览区花园口景区内，一个占
地 80 多亩的工地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工程项目
为鑫达和佑颐养中心，建成运营之后，这里将成为
全龄化持续照料养老养生社区，规划床位 1000 多
张。

据悉，鑫达和佑颐养中心是我省第一家 CCRC
社区。主要出资方为郑州市鑫达老年公寓，原计
划投资 1.4 亿元，根据目前的规划设计，预计总投

资 2 亿多元。
该中心的合作机构是上海和佑养老集团，上

海和佑养老集团为该中心提供服务模式及运营理
念。

“这种养老方式也适合我国老年人。”鑫达和
佑颐养中心总经理杨斌告诉记者，在经济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老年人完全可以获得更优质的晚年
生活，CCRC 社区就是比较理想的模式。

但这里的费用也很高，据鑫达和佑颐养中心
人员介绍，在这里，一个健康老人每月的费用大约
4000 元，完全失能老人每月的费用大约 1 万元。

类似鑫达和佑颐养中心的养老模式国内并不
少见，从实际运营来看，在此养老的人士并非普通
人员可以消费。

何时平民化

据省民政厅老龄处提供的数据显示，我省已
于 1998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全省 60 周岁以
上老年人口达 1300 多万，占人口总数的 13.8%，且
每年约以 3.5%的速度递增。人们对养老服务需求
日渐强烈。

2014 年，我省新增各类养老服务机构设施
4009 个，新增各类养老床位 58395 张，民办养老机
构增速高于公办。

但居高不下的养老费用何以解决？
“我办养老院至今，完全靠‘驴打滚’发展起来

的，家人东拼西凑，才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商城县
久久红老年公寓创始人熊桂书说，办养老产业很
花钱，从护理到饮食，还有身体健康检查，各个环
节都要做到，需要的人员也越来越专业，养老成本
自然就上去了，仅靠养老收入来维持养老，太不容
易。她说，初办养老公寓时，靠开旅店和饭店赚钱
维持。

在具有更为专业护理和医疗的养老院，运营
成本更高。

爱馨集团不仅有受过专业培训的护理人员，
还有一家三甲医院。“你还可以看看整个大厦，从 1
楼到 19 楼，环境和软硬条件及服务，都是无可挑剔
的。”王海斌说，但这样的运营需要很大的开支。

另外一些养老机构也存在类似情况。
“要想解决养老费用居高不下的困局，就得加

大养老产业的优惠与补贴。”一名从事养老产业的
人士说。据了解，2006 年，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在扶持
养老服务机构发展方面，不论公办和民办，同等享
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从机构的登记管理、收费制
度、税费政策扶持、建设用地、信贷支持等方面给
予了优待，为鼓励社会兴办养老服务事业提供了
政策依据。但是，各种优惠和补贴真正落到实处，
尚需时日。⑨7

如何破解社会养老的费用难题
□文/图 本报记者 杨万东

●从乡村幸福院到城市

老人公寓，入住率普遍不足揭

示了养老现状：养老费用高于

家人愿意支付的程度，导致养

老机构与待养老人服务市场

处于互相欠缺的状态。

●关于养老面临的诸多

问题，相比之下，养不养得起

则是一个更为凸显的问题。

●如何降低社会养老费

用？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降低社会养老费用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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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4日，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后东崮村
农民张纪民在家中被烧身亡，临沂市认为这是
一起因基层干部法纪观念淡薄、作风简单粗暴、
强制拆迁引发的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侵害的
恶劣事件。在本次强拆事件中，涉嫌违法犯罪
的15名主要嫌疑人全部被抓捕归案，相关处置
工作正在进行中。（据新华社 21日电）

回到平邑强拆案件，是起典型的“赶农民上
楼”引发的悲剧。据 9月 17日央视《新闻 1+1》
节目调查，当地为建农民集中居住的“社区”，与
农民发生了不少矛盾，只是其他强拆没有出人
命、农民被迫妥协，没有引起关注而已。当地拆

迁补偿价格过低、政府以租代征后违法改变耕
地性质等问题，曾被《大众日报》两次点名批
评。按照补偿标准，张纪民家只能拿到 5 万余
元，全家拿不出购买社区新房另需的十来万
元。在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没有积极沟通协
商的情况下，当地组织来历不明人员进行强拆，
是酿成悲剧的元凶。

这个地方镇，是“山东省示范镇”，其推行城
镇化的做法，实际上有某种代表性。毫无疑问，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要把亿万农民从土地上解
放出来的新型城镇化，是符合国情的、也是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但城镇化是在人口多、资源相
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
衡的背景下推进的，这就决定了城镇化必须严
格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必须坚持《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的“以人为

本，公平共享”、“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有序推
进”等原则。

城镇化是个大趋势。但在实际推进过程
中，问题也不少。最典型的是一些地方，为了

“赶进度”、搞政绩，用“一刀切”的行政命令，搞
运动式的“上楼”、“进区”，由于不符合城镇化规
律，不但“集约利用土地”的初衷达不到，反而造
成“烂尾社区”、“烂尾楼盘”，浪费耕地、资源，其
中还夹杂着借机为房地产企业“跑马圈地”、为
权力寻租等“私货”。更加严重的是损害农民利
益，引发矛盾冲突。事实上，城镇化是个繁琐而
艰巨的工程，需要统筹的事情很多，如当地经济
和财政能否支撑庞大的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投
入？推行村镇的村民收入是否能承受相应的

“上楼”开支？当地经济发展情况是否为农民
“洗脚上楼”解决了后顾之忧？新建城区或农村

新社区有无充分的产业和就业机会？让农民
“转得出、留得住、过得好”，甚至细到社区农民
的农具存放、家禽饲养这样的问题，都要考虑，
哪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致使城镇化过程受阻。

平邑县地方镇的事件，即如当地调查所言，
系张纪民自己纵火，则更令人感到强拆悲剧的
沉重：如果不是被逼无奈，不是在强拆者肆无忌
惮之下绝望之极，谁会以此方式终结生命？无
疑，在很多地方，城镇化让农村公共服务大为改
善、圆了农民的“市民梦”。但需要正视的是，在
另一些地方，“城镇化”的幌子下，却是不公平的
协议，缺乏正当程序的强推，“全副武装”的强拆
人员，轰鸣咆哮的拆迁机械，以及或无奈放弃权
益或以死相拼鱼死网破的被拆迁者。平邑事件
如一声响亮的警钟，告诫着我们不要再让悲剧
重演。⑧4

□本报评论员 刘 哲

□孙 勇

最近，韩国明星李弘基来杭州捞金出席
代言活动，遭粉丝们疯狂围堵，现场有女粉
丝兴奋过度晕倒，险些酿成踩踏事故。痴迷
是怎样一种高峰体验，对吾等人到中年不抠
脚的大叔来说，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不当

“追星族”好多年了，就算当年追慕的女神演
唱会开到家门口，恐怕也难打起精神去捧
场。想想年轻粉丝的爱恨情仇，可不就成了
隔 N 个小宇宙的异次元世界？然而，真的是

“你主宰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吗？前段
时间，在网上看到一个即视感爆表的段子，
说有个小学生在网吧打英雄联盟，进来一个
手拿两尺长木条的大婶，走到小学生的背后
狠狠地抽打，听着都肉疼。亲眼看见小学生
撑 着 被 打 了 两 分 钟 硬 是 把 那 波 团 战 打 完
了！小学生转头一看，大婶说：不好意思，认
错人了。熊孩子的内心世界咱不懂，只能默
默地为你“点赞”，孩子你真“行”，比当年因
逃课打乒乓球被班主任逮住、吼一嗓子就望
风而逃的叔叔有定力，把这股劲头用在其他
领域，将来保准能成大器。

游戏是人的天性，不理解熊孩子几乎崩
溃的内心世界，同样就不能理解古往今来的
粉丝何以疯狂地追星追到简直停不下来。
如今的粉丝，搁在古代，那叫“拥趸”。唐代
是诗歌的高峰，不少唐人嗜诗如命，对诗人
的崇拜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诗人比现在
明星还红，走哪都有很多“诗粉”围追堵截，

疯狂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诗人张籍的偶
像是杜甫，他“开发”出杜甫诗集的一项新功
能，把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加入膏蜜，每顿
必饮，据说这样就能喝啥补啥了。白居易有
个死忠粉，“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
还配有图画，常袒胸裸臂于街头，且行且歌，
堪称“人肉诗歌活展板”。

谁没有年轻过，年轻的时候，谁没有为
梦想或偶像疯狂过？狂热甚至没来由地喜
欢某个事物或某些明星，是正常的人生经
历。“粉丝”，并不是这个时代独有的产物，他
们充斥着各个时空，不分古人今人、不分国
界地域。有句话深得我心，青春崇拜的偶

像，它的力与美不在偶像本身，而在于这偶
像对于青春的作用，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
平凡世界里涌动的激情。偶像的力量，在人
们的心里发芽，然后长成野草、荆棘、花卉或
者森林。陪伴我们成长的明星偶像，能带来
怎样的人生风景，取决于我们的选择，有苦追
偶像十余年，为见偶像逼死父亲的，也有以偶
像为励志榜样成为主持人的；有为明星相互
攻击甚至自残自杀的，也有不断激励成长成
就一番事业的。如果将追星物化成一种兴
趣、智力甚至是情感的消费，精神上寄生于偶
像不能自拔，放弃精神的完善和成长，恐怕离
自我期许的目标只会越来越远。⑧4

明朝周忱任江南巡抚
时，有个写日记的习惯，那
个记得细呀，不仅是一天
所 干 的 事 说 的 话 笔 笔 都
记，每天阴晴风雨及时间
也都不落。一块儿共事的
觉得这家伙太琐碎，可突
然有一天，有条运官粮的

船据船主说沉没了。周忱就问沉船那天午前午后
风向变化，听到船主所对的与自己所记不符合，就
立 马 质 问 他 ，船 主 吃 惊 地 承 认 了 扣 下 粮 食 的 罪
行。从此之后，人们才知周忱写日记实在是格物
致知的工夫。

《中庸》上有句话叫“致广大而尽精微”，意思是
说君子修身，既追求广博境界又钻研精微之处。朱
熹解释说，这是“尽乎道体之细也”，并说只有“不以
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才能做到这样的
境界。王阳明更是明确地说，人如果不能尽精微，就
一定是被私欲所蒙蔽了。

虽有“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样的话，虽有对思
想道德的精微要求，但传统中却往往在做事上比较
粗疏，像周忱这样，察于细微，不受蒙蔽，还是极少见
的。现代社会讲科学、定制度，力求把责任落实，把
工作做细，可往往还是有人生活在古墓堆里，对工作
粗疏得很，甚至一次一次事故、一条条鲜活的人命，
都不能把他们从马虎、麻木的状态中拔出来。

17 日晚，郑州再次发生电动车楼洞充电起火事
故。电动车安全我们都说 N 遍了，可为什么还会接
二连三地出事故？网格员起到作用了吗？楼栋防火
责任人真正照章办事了吗？这样的工作别说“尽精
微”了，简直是漠视人命，不知其中是不是也有古人所
说的被“私意”“私欲”所蔽的原因？⑧3 （吕志雄）

攀枝花的伍大
爷在儿子患病离世
后 ，花 了 近 一 年 时
间 多 次 开 证 明 ，还
是无法取出儿子生
前的存款。老人将
银 行 告 上 法 庭 ，经
调 解 ，老 人 取 出 存
款。⑧4

闵汝明/图

愿城镇化不再有强拆悲剧

追星可别太疯狂尽精微

让爱情成为一场戏？
当恋爱是老师传授的，这样的爱情还美好吗？可想

而知的是，这样的爱情会是千篇一律的。相遇的桥段是
精心设计的，诉说的话语是精心设计的，就连递纸条、发
信件的程序也是设计好的，如此爱情何谈美好？

最为关键的是，当所有人都掌握了恋爱技术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了“爱情陷阱”？我们还不得不防范的是，有
人利用所谓的恋爱技术去做不好的事情。恋爱技术或许
就成了花言巧语的欺骗，掌握恋爱技术的人或许就成了
让人们不齿的“爱情骗子”。

还有一个问题，天津大学开设的是“恋爱理论与实
践”课程。也就是说，不仅要掌握理论还要会实践。掌握
恋爱技术的学生，必然就有了实践的热情。这个时候到
哪里去实践？暂且不说这种实践会否影响学业。即使不
会影响学业，在大学校园，当学生都为了实践而恋爱的时
候，这是爱情吗？

眼下，有的人之所以成为剩男剩女，原因在于匆匆忙
忙没有了恋爱的时间；一些人期盼“坐在宝马车里哭”，爱
情已经被物质化了，不是大家不会恋爱了，而是爱情与物
质有着太多的牵绊。⑧4 （郭元鹏）

意义不仅仅在“恋爱”
一般来说，大学生已为成年人，谈恋爱，是人生的必

修课。而这一课，多年来，一直没有一套完整的“学说”。
如今，天津大学“敢为天下先”，理直气壮地开设“恋爱
课”，并有“学分”和“奖金”的鼓励，不得不说，这是一项创
新，而这种创新所展现的，也是一种大学精神。

人类具有社会性，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需要交
往。显然，这种交流与交往是有学问的。一个年轻人，如
果说连恋爱都不会谈，何以更好地融入社会？恋爱课，也
是在给学子们研学“人生的必修课”以机会。

恋爱课，最大的亮点还在于“惠民生”。大中城市
有些男士、女士，三十好几，甚至四十挂零，仍然是单
身，剩男剩女真让其父母急白了头，究其原因，往往是

“不会谈恋爱”而错过了人生谈情说爱的黄金时期。男
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婚不嫁，麻烦很大，从这个意义上
讲 ，家 长 们 更 应 该 给 天 津 大 学 开 设 恋 爱 课 投 上 赞 成
票。⑧4 （张传发）

双声道双声道
【新闻】2015 新学年第一周，天津大学学生拿到手的

选课手册上，赫然列着一门《恋爱学理论与实践》的课
程。（见 9月 21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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