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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评 论

创新多元养老模式，提供更多中间选项
□ 蒋璟璟

新 华 时 评

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但中国将成
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中，对在全球复苏赛道上领
跑的中国经济投下“信心票”。

尽管中国经济三季度GDP等数据还未
出炉，但先行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却传递阵
阵暖意，比如今年外贸进出口累计增速迎来
首次转正；9月制造业PMI持续位于荣枯线
以上……这些数据从侧面印证了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的支持与看好。

今年以来，多家国际权威机构纷纷点赞中
国经济，并不断上调对中国经济预期。世界银
行此前发布报告，对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从6月
初的1%上调到2%；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报告
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面临深
度衰退，但中国经济仍将保持正增长……

为何中国能获得步调一致的“信心
票”？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力。

多个国际机构在评价中国经济时都不
约而同提到，中国非常成功地应对了新冠肺
炎疫情。在疫情大考中，中国坚持生命至
上，行动迅速，及时阻断疫情传播，率先实现
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这为中国经济复苏回
暖奠定了基础。

国际机构点赞中国经济，还源自中国经
济的韧性与活力。即使有人再次抛出“外资
撤离论”，外国投资者却用实际行动说话。
上海美国商会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显示，超
78%的受访企业不会转移在华投资。正如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所说，中
国经济继续展现出“极强的韧性”。

在经济复苏赛道上领先的中国，已显示
出强大的修复能力和旺盛的生机活力，也将
会继续铆足干劲，一鼓作气，用实力把失去
的时间抢回来，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大步迈
进，为世界经济复苏持续注入“强心剂”。

据新华社

江西赣州 61 岁黄女士恋上假靳东的
事，近日在网上热传。据综合报道，自从年
初以来，黄女士开始沉迷于刷某款短视频平
台，声称要嫁给演员靳东，原因是靳东已向
她表白，许诺送她100万元和一套房。10
月13日，靳东工作室发布声明，表示该平台
上的“靳东”系列账号均非本人。

黄女士的说法令人震惊。她声称自己
不会放弃，表示自己没有真正享受过爱情，
如今要勇敢追求。这“真情告白”引来众人
嘲笑，很多人觉得黄女士太容易轻信。

对于黄女士的“很傻很天真”，我不仅理
解，而且非常同情。这不是一个笑话，而是
一个挺让人悲伤的教训。

今年年初，黄女士把老年机换成了智能
手机，就此进入一个对她而言崭新的网络社
会。这是一条人生的分割线。

在这之前，黄女士生活在一个相对传
统、封闭的人际关系圈。在这条生活轨迹
上，黄女士已经过了大半辈子勤勤恳恳、相
夫教子的日子。而智能手机和网络，为她打
开一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她固有的生活信
条因此遭遇强烈冲击。

以前只是遥远传说中的名人“靳东”，在手机
上与她有如此亲密的互动，激活了她内心的情感

世界，让她恍惚间看到了人生的无数种可能。
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往往孤独寂寞。在

这种情形下，别说是一个又帅气又年轻的男
星闯入，但凡有人对老人表示出一点善意，
都可能让他们泪流满面，陷入感动无法自
拔。这时候，已经彻底放弃警惕的老人，哪
怕是看到诈骗的蛛丝马迹，也会视而不见。

所以，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件，反映
出许多老人不适应网络社会，而又缺乏必要
的关怀照顾。

对于黄女士这样的老人，最不该有的态
度是嘲笑与讽刺。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人告
诉过他们，网络社会是如此复杂；也没有人
告诉过他们，在网络上遇见的一张张脸，也
可能是被骗子操纵的账号。我们应该做的，
是从中思考如何更好地防范这种网络骗局，
不让骗子屡屡得逞。

如今，许多社区都开设了针对老年人的
智能手机培训。教会老人使用智能手机，无
疑会给老人带来更多的生活便利，比如使用
健康码、乘车码。与此同时，不妨在培训时
增加如何防范网络诈骗的课程，让老人了解
网络上有哪些陷阱。

事先打预防针，相信上当受骗的老人就
会少一些。 据钱江晚报

今年11月1日起，新版《养老机构管理
办法》将正式施行。梳理中国养老格局，各
种新的尝试备受关注。近年来上海大力发
展社区嵌入式养老，对于失能老人，养老服
务机构还可以上门提供包括洗澡、护理、康
复等42项服务；还有很多人选择去农村养
老，或集资租建房屋抱团养老，或直接寄居
农村家庭。（央视）

养老是民生大课题，事关每个人的切身
利益。根据前些年的一份统计，中国养老格
局大致为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进
养老机构。而在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
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之后，
这一格局在悄悄发生着改变，走向多元化。
一方面，养老产业不断壮大，各类市场化服
务机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公共养老事业，
其整体投入、实现方式较之以往也有了极大
发展。

按照新版《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政府投
资兴办的养老机构，可交由社会力量来运营

管理。应该说，这也是一项巨大的突破和创
新。这一模式，可说是政府与市场合作的又
一经典实践。我们知道，养老机构前期投资
大，很多企业望而却步，或者是投入巨资之
后建成走高端路线、采取高收费模式，这大大
制约了市场化养老的爆发式增长。今后，实
施“政府出资，企业运营”，后者以专业化管理
能力“变现”，而前者则可以约定价格藉此提
供更多公共普惠养老床位，可谓一举多得。

谈及养老，公众的一般印象是，公办养
老院数量少、品质一般，而民办养老院则太
贵、太高端。这事实上提示相关职能部门，
提供更多中间带的选择，打造立体化、多元
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还有很大的可操作
空间。据统计，2010年至2019年的10年
间，我国经营范围含养老的企业总量，由原
来的0.95万家，增长至12.47万家，增长了
12倍以上。新版《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正式
实施之后，我们期待着相关产业的增长能持
续驶入快车道。

六旬女士恋上假靳东，与其一笑不如一思
□魏英杰

热 点 评 论

投下“信心票”，国际机构点赞中国经济有深意
□于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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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嵊州市检察院日前发
出一份关于未成年人文身问题的
建议，推动当地10余个相关部门
落实文身行业规范管理，引发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该院近期开展帮
扶教育，39名涉罪未成年人中28
人有文身，第一次文身的年龄平均
为16岁，还有3人在13岁时就开
始文身，说明未成年人文身问题不
容忽视。（10月15日《检察日报》）

有的未成年人在社会不良风气
影响下选择文身，殊不知，文身会给
一个人的身体留下难以清除的“烙
印”，这样的“烙印”甚至会是一辈
子。要清除文身，治疗过程也不容
易。目前清洗文身主要采取激光治
疗，费用高，清洗效果也不能保证。
而且，文身也会影响未成年人未来发
展，特别是限制他们就学就业参军。
不仅如此，如果文身操作不规范，还
可能带来皮肤病或传染性疾病。

尽管文身有种种弊端，可还是
有未成年人易受他人蛊惑，一时冲
动去文身。特别是一些涉黑涉恶
的犯罪团伙甚至以文身为必备条
件招揽未成年人，使文身成为一些
未成年人“混社会”的“投名状”。这
使得文身不仅仅是影响青少年身体
健康和个人发展的问题，还因为有
社会黑恶势力的参与，使得青少年
文身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对于未成
年人文身问题，需要予以正视。

与成年人不同，未成年人心智
尚不成熟，可能会因为一时冲动做
出不理智的行为，更何况文身会对
身体造成直接伤害。这也是为什
么中小学会三令五申，要求学生严
格遵守学校纪律、不得文身。从法
律上讲，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
有必要限制未成年人“文身自
由”。此次嵊州市检察院向嵊州市
政府办公室制发了关于未成年人
文身问题的检察建议：在文身时必
须审核身份、查明年龄，未成年人
文身必须有监护人在场并征得书
面同意；建立文身法律风险提示制
度……这份建议明确了文身时身
份审核和告知义务，有的放矢，值
得肯定。

解决未成年人文身问题，除了
核验当事人身份信息、商户执行告
知义务外，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对
文身行业的监管。有专家表示，根
据相关法规，文身和去文身项目分
属美容美发和医疗美容行业，由商
务部门、卫生部门多头管理，这就
难免会出现相关规定有出入、执法
权限不明晰、职责认知有偏差等问
题。所以，有必要在规范文身行业
上，明确监管部门，堵住监管漏洞，
引导文身行业步入正轨，这对解决
未成年人文身问题也至关重要。

限制未成年人的“文身自由”，
是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必要之举，
而且也可以此为契机，规范整顿整
个文身行业。进而言之，在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上，需要实施全方位保
护，不能留下任何“死角”。考虑到
文身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
成伤害，甚至将其引入歧途，限制
未成年人“文身自由”宜早不宜
迟。 据北京青年报

近段时间，火锅店花钱可
插队、旅游景区花钱买快速票
可免排队问题引发热议。笔
者认为，判定此举是否公平，
关键要把握好两个关键环节，
即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不
损害其他消费者利益。

从表面上看，为花钱买优
先者开辟绿色通道，让其享受
到“特别关照”的特殊礼遇的
确无可厚非。毕竟，这种优先

“特权”是花钱买来的，付出了
相应成本，并未明显侵犯到其
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只要你
愿意付费，同样可以享受到。
但是，其背后的逻辑未必合情
合理，确保其公平需要附加必
要的前提条件。

首先，要确保消费者的充
分知情权。判断公平与否，人
们的第一感知就是要“站在同
一起跑线上”。让每一位消费
者拥有一视同仁的知情权和
参与机会。根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享
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权利
以及公平交易权利，如果商家
在事先未充分告知的情况下，
出现付费插队或倒号插队行
为，就涉嫌侵犯其他消费者知
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其不合理
和不公平显而易见。

其次，不得损害其他消费
者的权益。从严格意义上讲，

“花钱免排队”应该是买到了
“优先”服务的快速通道，或者
叫作“另辟蹊径”，不能简单等
同于一般认知上的“加塞”或

“插队”。随着现在差异化服
务越来越多，人们更应该理性
地去看待这种现象。服务项
目往往是根据市场需求应运
而生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
用钱来买时间、购舒适。这就
像银行里的VIP窗口，机场里
的贵宾通道、景区花钱买快
速票以及地铁里的商务座
等。也就是说，“花钱免排
队”可以，但不能影响到其他
人办事、乘机和观景等。

如果“花钱免排队”直接
或间接地损害了其他消费者
利益，就造成了实质上的不
公平。比如，面对同一个游
乐设备，由于接待能力有限，
一部分“花钱免排队”的人走
快速通道优先到达游乐场，
快速参与自己想玩的项目，
这就必然造成另一部分按顺
序排队的人排队等候时间延
长，享受服务时间缩短，这显
然有悖社会公平。因此，一
些法律专家提醒，即便履行
了事先告知义务，在执行“VIP
优待”排队规则过程中，仍应
尽量避免或减少对其他非VIP
消费者权益可能带来的损
害。对此，有关部门、有关单
位以及相关人群应该深刻理
解并准确把握。

据经济日报

“花钱免排队”
有违公平吗？

□张玉胜

限制“文身自由”是
对未成年人的必要保护

□常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