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都是收费的，出于利益
考虑，一些餐饮店经营者偷偷随意倾倒餐厨垃圾，对环
境造成污染。

从感观性状来说，餐厨垃圾表现为油腻、湿淋淋，影
响人的视觉和嗅觉的舒适感和生活卫生。很高的含水
率和有机成分，高含水率使得垃圾运输与处理难度增
大。另外，餐厨垃圾会增加填埋场的产气和渗滤液的析
出，污染地表和地下水。

餐厨垃圾对环境危害很大，建议有关部门要向随意
倾倒餐厨垃圾行为“亮剑”。在惩治不良行为的同时，还
要多措并举，对餐厨垃圾进行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
理，维护城乡面貌和环境卫生，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设法从源头上处置餐厨垃圾，要
多为餐厨垃圾找出路。如果能把餐厨垃圾变废为宝，免费收
集，随意倾倒的现象就会减少直至完全消失。5（李志辉）

2021 年的初夏，和大多数年份的春
天一样，舒畅又凉爽。

在这个夏日里的5月 20日中午，闫智
雅老人和好朋友坐在汝州市康宁托老中
心房间里，津津有味地吃着晚饭。晚饭是
两菜一汤，两位老人边吃边交谈，脸上洋
溢着知足和香甜。

她今年 84岁，人生时光在她眼里比
黄金还贵。不过对她而言，在晚年能和小
时玩伴在一个房间一起安度晚年，恰是找
到了最金贵的东西。

“我在这里过得太开心了，我很满足，
虽然孩子们不在近旁，但我不孤独。”她思
维清晰，说话利索，“我回来到这里养老，
就是要找我的幸福。”

她出生在汝州，生活工作在郑州，从学
校教师岗位退休后也在郑州养老。随着年
岁渐老，老家情结愈发强烈，汝州市康宁托
老中心给她提供了满足愿望的条件。

和老家小时候的玩伴商量后，闫智雅决
定从郑州回到汝州养老。2018年九九重阳
节，两位老人一起搬进了康宁托老中心，还
产生了“重度依赖症”，至今没搬离过。

沉浸在幸福晚年生活里的两位老人，
背后则是庞大的等待养老群体。按照国
际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
就是进入老龄化；达到 14%为深度老龄
化。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
公布，我省常住人口为9936.6万人。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为1340.2万人。

“普查数据反映出我省人口发展中面临
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
妇女数量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生育率下
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河南省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统计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冯文元在发布会上介绍。

他说，我省近十年来老龄化进程加
快、程度进一步加深。

回老家养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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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现场

连线基层

近日在乡下调研中有些村民反映说：“一听到天气
预报有大雨和强降雨，我们个个提心吊胆，生怕沦为‘水
淹村’，也怕农田快到手的丰收果实遭到洪水一劫！”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日新月异，绝大多数村庄的街道
实现了硬化，但有些村内街道没有安装地下排水管道或
用砖石砌筑的地下排水道，个别农户还有欺街占道、填
平堵死排水沟的现象。村内和村周围历史上遗留下来
的自然“蓄水大坑”被填平盖上了私房和其他建筑物，有
的还变成了自家菜地。

农田里过去排水沟渠错落有致，泄洪排涝畅通无
阻，“雨过天晴庄稼旺”是令人难忘的美景。如今，由于
地块分散和农户个人承包，把原来规划设计的农田排水
泄洪渠道都变成了“新增土地”或方便各类农机作业的

“通道”和“田间公路”。
笔者建议，要坚持因地制宜，把农村防汛设施纳入

重点民生项目。加大宣传力度，教育和引导农民破除
“致富重要、防汛次要”的麻痹意识，时刻做到有备无患，
防患于未然。有关部门要搞好农田排水设施工程的设
计和修复，禁止盲目“填坑盖房”、私搭乱建现象。硬化
农村街道没有预留地下排水设施的，要在街道两侧补上
这一施工项目。对擅自破坏农村防汛设施的种种不法
行为，要给予严厉查处。5 （许贵元）

随着网络社交的日益普及，一些商家为了扩大宣传
效果，采取让用户转发链接或图片、收集好友点赞、邀好友

“砍价”等方式，低价销售或者赠送产品，但有些“集赞有
礼”之类的活动往往暗藏猫腻。当用户按要求参与，好不
容易集赞成功，兴冲冲去兑换奖品时，很可能会吃个“闭门
羹”，面临被经营者拒绝兑奖或者擅改规则的遭遇。

除此之外，有些商家尽管答应给用户兑换礼品，却要
求详细填写个人信息。而事实上，一旦填写了个人信息，
就很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做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情。

笔者认为，对于“集赞有礼”之类的促销活动，社会
公众应当保持理性，多一些风险防范意识，切忌盲目跟
风。在参加此类活动时，应深入了解活动的具体详情，
保存推文、图片等活动原始材料，若自身合法权益受到
侵犯，及时向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寻求帮助。

为了督促商家诚实守信经营，切实维护规范有序的
市场环境，针对“集赞有礼”之类活动，建议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加强对策研究，积极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
探索采取有效的工作机制，及时制止和查处不良营销行
为，使消费者少一些“入坑”，多一份舒心。5（周慧虹）

“集赞有礼”谨防被忽悠

要维护好农村防汛设施

荒废老宅应复耕荒废老宅应复耕

笔者在正阳县大林镇沿淮村看到，一处荒废的老宅
长满郁郁葱葱的野草，连门窗都被野草封堵。据了解，
如今不少农村居民搬进了小区、集镇或县城居住，而之
前居住的老宅依然保留在那里，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
浪费。建议国家应对农村废弃宅基地及时进行清理并
复耕。5 辛桐 摄

面对老龄化，我们怎么养老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5月 1日起
正式施行。如今，遛狗不系绳就是违法行为。但一些小
区中遛狗不给宠物犬系绳的现象仍较普遍，居民一不留
神踩上宠物狗的粪便；犬吠声大，邻居不堪其扰；不拴狗
绳，惊吓到老人和儿童；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治理不文明养犬，城市管理者要主动作
为，严格执法。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开展犬类专项治理行
动，对未办理养犬登记、不系犬绳、违规饲养烈性犬等不
文明养犬行为进行专项整治，严格处罚不文明养狗人。
相关部门、社区管理者及小区物业，应当加强文明养狗
的宣传与教育力度，形成文明养犬的社会氛围，更好地
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城市环境卫生。

建议治理违法养犬要动真碰硬。现实中，恶犬伤人
事件频发，并不是狗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治理“狗咬
人”，应当严管人。根据我国《刑法》《民法典》的相关条
文，狗主人违反法律规定，放任养犬造成他人人身或公
私财产重大损失的，狗主人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和刑
事责任。治理违法养犬就要动真碰硬，只有让违法者付
出相应的代价，让法律法规更有约束力，才能让养犬者
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5 （潘铎印）

治理违法养犬要动真格

5月 20日，在信阳市新县箭厂河乡戴
畈村，由 6名留守妇女组成的孝心服务队
分散到村中一些留守老人的家里，帮老人
料理生活起居。

这一幕，是戴畈居家养老模式的一个
缩影。

戴畈村总人口有 1138 人，平时长期
在家的人数不足400人。其中，60周岁以
上的老人近 200名，剩下的大部分是留守
妇女和儿童。

2017年 11月，时任信阳市民政局老
龄科科长的陈孟辉，来到戴畈村任驻村第
一书记。陈孟辉发现，留守、独居、空巢老
人问题在戴畈村尤为突出。在信阳市民
政局和新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陈孟辉积极探索，大胆尝试，两年不到，建
立起一整套留守老人服务管理体系，被称

为“戴畈模式”。
信阳市民政局局长周强说，戴畈模式

是从居家和社区养老开始破题，重点解决
了以下难题——

事从哪里办？民政系统有个行话叫
作“9073”，就是讲在养老方式上，90%的
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选择
社区养老，只有 3%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
老，抓住了97%的居家社区养老需求就是
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人从哪里来？信阳外出务工人员每
年都保持在 230万人左右，留守乡村的大
多是缺少关爱的孩子，疲惫无助的妇女和
需要照顾的老人。把留守妇女视为宝贵
人才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不仅解决了养老
托幼的服务主体，解决了人从哪里来的难
题，还解开了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死结。

钱从哪里筹？信阳市是经济欠发达
地区，解决“三留守”问题，方法是用少量
的政府购买服务撬动社会力量，形成 1+
1>3 的放大效应。我们搭建了“三留守”
服务平台，整合了公益性岗位，孵化了村
级社会组织，整合了社会爱心企业捐赠，
成立了慈善超市。

“村庄熟人社会中保留的邻里互助、
亲属网络、人情交往等，在老人日常生活
中的作用不可取代。”新县民政局局长李
刚说，戴畈村正是确立了“在熟人社会中
养老托幼”的工作思路，将“三留守”服务
工作与村庄社会资源有效结合，建立起一
套符合农村实际的“三留守”服务模式。

2019 年，新县明确提出要全面建设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
构养老为支撑，其他多种养老形式为补

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2020 年，在全县 188 个村居全面推
进。到目前为止，新县共有重点服务对
象 5109人，一般服务对象 14714人；并从
本村留守妇女、公益性岗位中选派工作
能力强、有责任心、品行端正的人员共计
903人担任孝心护理员；111个村居已完
成老年协会注册工作。为居家留守老人
提供助洁、助餐、助行、助医、精神慰藉、
理发等服务，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效，助力
乡村振兴。

信阳市政府副市长李征表示，下一
步，市委、市政府将不断探索，推动“戴畈
模式”由新县箭厂河乡精致的“盆景”上升
为全市精彩的“风景”，力争到 2023年，市
县乡全面建成“三留守”服务中心，从而在
全市开花结果。5 （李鑫 王丹青）

虽然存在问题，虽然瓶颈依旧，但谁
也无法否认一点，养老服务业是一个朝
阳事业。

国家层面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
人事学院教授赵忠说：“人是经济社会中
的主要消费者，促进与人口结构相适应
的产业、技术、产品和服务发展，是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体现。”

因此，打造与老龄化格局匹配的服
务手段，就是老年人通向幸福晚年的大
道。

具体到我省下一步怎么做？政策导
向很清晰。5月 18日，河南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民政厅副厅
长孟令武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发力点。

打造“15 分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圈”，推动社区养老服务更加方便可及。
孟令武说，“十四五”期间，河南将加快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要求新建小区养
老服务设施配建率 100%。力争到 2025
年，90%以上的街道建成一个兼有嵌入
式养老机构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达到 90%以上，让
全省老年人享受到“15分钟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就近、就地养老
服务的愿望。

提供“点菜式”服务，推动社区养老
服务更加高效智能。目前，河南已投入

4137万元人民币支持 17个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建设。未来，河南的目标是打造
省、市、县三级互通的智慧养老服务网
络，为全省老年人提供线上线下“点菜
式”服务。

立足多领域全方位，推动社区养老
服务更加全面优质。孟令武介绍，河南
还将培育支持各地发展品牌化、连锁化、
专业化服务机构，在现有日间照料中心
多数局限于提供文体活动、功能相对单
一的基础上，增加助餐、助浴、助洁、助
医、助急等内容，让老年人享受集生活照
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一体化全方位
服务。

“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孟令武
表示，提高全省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是民政部门的目标追求之一。5

我省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
截至2020年 11月 1日零时

我省常住人口为

9936.6万人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1796.4万人

18.08%

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340.2万人

13.49%

●与2010年相比，比重上升 5.35个百分点

●与2010年相比，比重上升 5.13个百分点

其中：

制图/党瑶

应为餐厨垃圾找出路

居家养老的“戴畈模式”

社会视点

□本报记者 王向前 韩春光

有人在出生，有人在奋斗，但终究还有许多人不敌岁月，正在老去。

老者是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镜像。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约 2.6亿人，比重为 18.70%，与 2010年相比上升

5.44 个百分点。我省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796.4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18.08%。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从少年、壮年到暮年，老人们生活在熙熙攘攘的世界，盼望着老有所

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龄化大潮下，河南的老人们该如何养老？

老龄人口的增多，催出了不少“离家
出走”的养老人，我省类似闫智雅老人这
种养老方式的，不是少数。

“这儿花多、树多、水多，空气好。俺
俩 2019年 6月入住鄢陵县怡康苑养老公
寓以后，就不想走了。我们有俩孩子，一
个在北京工作，一个在武汉工作，他们再
也不用为我们担心了，逢年过节，来看看
我们就行了。俺俩生活费加一起一个月
5900 块钱，一日三餐、生活起居，都照顾
得可周到了！”5 月 19 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从郑州退休的、年龄 86岁的李贵忠、
年龄88岁的常锦芳夫妇说。

相距几百里，李贵忠夫妇和闫智雅不
约而同选择到老家到乡下、到社会到社区
养老机构养老。

闫智雅说，郑州距离汝州不远，高速一
个小时车程，孩子们来回探看方便。“更重要
的是，这里医养结合，说是养老，其实白天夜
里都有专业护士查房，头疼发热或者有啥紧
急情况，都有大夫随时出现，太放心了。”

他们的便利，离不开我省这些年在养
老方面的积极探索。

据悉，河南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虽较一
些省份和一线城市起步稍晚，但河南依照
自身特点，创新性地开创出一条具有河南

特色的养老服务路子。比如，河南投入3.9
亿元率先在全国实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和安
全、清洁、温暖、文化、医疗康复“五大工
程”；河南率先在全国将配建养老服务设施
作为老旧小区改造重点内容，省民政厅已
累计建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3000余个；河
南于2019年首次全面建立高龄津贴制度，
两年共发放补贴资金29亿元，惠及约225
万高龄老年人……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
处长郭巧风介绍，这几年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养老服务工作，将养老服务摆在重要
位置，省领导提出将“十四五”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专项规划纳入我省重点专项规划。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寄托闫智雅养老
理想的河南康宁医养实业集团在汝州市
成立了。董事长吉向阳介绍，在汝州市设
立的几个社区托老中心里，工作人员为社
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残疾老人等提供
医疗康复保健、健康评估、远程会诊、家庭
医生、膳食供应、个人生活照顾、休闲娱
乐、紧急医疗救援等日间照料服务，成为
汝州市社区智慧养老标杆。

放眼全省，成绩更是显著。“十三五”
期间，我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受到国
务院通报表扬，农村养老服务工作经验还
被拿到全国农村养老会议上交流。

养老是门“技术活”

对城市居民来说，社区养老正在成为主流。 资料图片

从个人需求上讲，闫智雅、李贵忠等
老人都在河南的养老服务版图中找到了
如意的生活场所。可人有千面，每个人的
养老需求又多少有些差异，怎么让这些老
年人“称心如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换句话说，这个行业不完美的地方
还有很多。

一行业从业者直言，“河南养老机构
数量上与实际需求还有差距，服务水平
更是参差不齐，养老机构尤其是社会养
老机构发展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

“融资难、专业人才缺乏是我省养老
机构面临的普遍问题，而缺少头雁企业
引领、连锁品牌少则是制约社会养老机
构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位行业从业者
说，“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愿意投入到养老
服务行业，这是好事，但是机构太分散、
服务不专业，老人受益就少。”

有老年人数量的增长就有养老服务
的大发展，按理说养老事业发展空间广
阔，可融资怎么会难呢？资金为什么不
愿意进来呢？

省老龄产业协会秘书长邱浩浩表
示，我省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多元市
场主体开办养老服务机构，但养老服务
业投入大、回本周期长，很多民间资本持

观望态度。
没有强大资金入池，河南乃至全国

养老行业发展就会遇到瓶颈问题：从业
人员待遇低、社会认同度不够，人才流失
率较高，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较低。

于是，目前看似繁荣的养老市场
上，尴尬一幕出现了：对高龄或生活不
能自理的老人来说，入住养老机构接受
专业服务是最好的选择，但现实情况
是，条件差的不愿去，收费高的去不起，
好的养老院一床难求。

以郑州为例，郑州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郑州市有各类养老机构 140
多家，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
35张，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

同时，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民医
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黄改荣在调研中还发
现，在我国正在推广的“医养结合”养老
服务中，“医养结合”在实际运行中涉及
医保、社保等多个部门，需要通过试点，
打通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壁垒。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明锁
表示，解决养老难题，不仅要出台更多扶
持政策，更需全社会共同发力，从资金、
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给予保障，推动养老
服务业做大做强。

还有不少事要做

打造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

4137万元
目前，河南已投入 4137 万元
人民币支持 17个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建设

未来，河南的目标是打造省、
市、县三级互通的智慧养老服
务网络，为全省老年人提供线
上线下“点菜式”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