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评说
2017.05.18 星期四 责编：
周鏖键（电话：
15388965308）版式：
陈文旭

评说QQ群：
45085001 投稿邮箱：
pingshuo@laoren.com

【社评】 本报特约评论员 朱昌俊

买保险，
别让长者们没得选
痛快说事 从容论理
社长、总编辑：周 钢
编委：赵宝泉 周 钢 潘善臻
何 谷 黎沙柳 张 敏 王世军

编读往来

不服老榜样不嫌多
收到 5 月 15 日的《快乐
老 人 报》后 ，我 认 真 阅 读 了
头版头条《不服老？选择正
确打开方式》，感到很振奋，
也很有体会。原因是我生
活中也遇到了不服老榜样，
值得大书特书。
我的朋友唐学林先生，
今年虽然已经年满 79 岁，但
他并不服老，
前两年根据自身
经历写了一本小说，
还在浏阳
市内办了一次有奖读书活动，
引导爱读书的人走到一起分
享阅读体验，
引起本地媒体关
注。去年以来，他又掏出 10
多万元，
与一位较年轻朋友合
作，兴办了一处 30 多亩的果
园。这种不服老的精神，
激励
了我。希望贵报刊登这则故
事，我认为，我们的生活需要
这样的不服老的正能量！
（湖
南浏阳 林耀楠 80 岁）
温馨提醒
最近，
不少读者反映信件
投稿不便（如书写有困难、
去邮
局投寄不便、
因寄送时间较长
导致稿件时效性不佳）。本报
2017年全新改版后，
我们扩充
了投稿渠道，
许多版面右上角
公布了电子邮箱和QQ群投稿
渠道。当然，
您也可扫描下方
二维码，
通过微信投稿，
且可以
是文字、
图片、
语音等形式。微
信来稿也会比寄
送平信更容易获
得相应记者或编
辑的回应。

赵先生最近想给五旬母
亲买份礼物。在他看来，鲜花
不够实用，保健品不敢乱买。
兜兜转转想了几天，才决定给
母亲买份保险。可咨询了几
家 保 险 公 司 ，他 觉 得 有 些 灰
心，针对老人的保险不仅险种
较少 ，保费也高，有些甚至超
过他的经济承受能力。如今，
保险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品
种也越来越多，老年保险却似
乎留在了
“被遗忘”
的角落。
商业保险对老年人说
“不”
的现象，其实前几年开始就有
媒体报道过，赵先生的经历有

一定普遍性。随着老龄社会到
来，
老龄群体投保意识增强，
这
种局面也引发了更多关注。
从经济视角看，保险企业
减少面向老年群体的商业险
种，或是增加投保费用，很正
常。毕竟，投保人年龄越大意
味着出险率越高、风险越大，
作为市场化企业的保险公司，
当然得考虑其风险和收益。
但老年人的保险问题，显
然非经济利益这一个考虑维
度。若在社会保障之外，老年
人无法通过保险增加自身的
养老保障能力，减少大病、意

外等风险，既会增加社会养老
保险体系负担，对老人自身养
老而言，
也意味着更大风险。
当然，不能单纯指责企业
的“唯利是图”，而是需要从公
共政策层面拿出切实的引导，
让保险企业有动力加入到养
老险种的开辟中来。比如，在
财税、监管等方面，给予保险
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提升企
业的抗风险能力与投资渠
道。另外可考虑公共养老保
障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衔接，在
财政中拿出或新增一部分为
老年人购买意外保险。

除了既有的保险公司，未
来社会组织在养老保险中的
作用也值得期待。如美国退
休人员协会从 1950 年代起，
就
推出了人寿保险和健康保险
项目，退休人员只要缴纳一定
会费，即可享受到“退休族医
疗保险”。这项保险不仅负担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不理赔的
部分，
还额外设置意外险。
让我国 2.2 亿老人有合适
的保险可选，提升其承受风险
能 力 ，帮 助 他 们 托 起 养 老 希
望，是险企的社会责任，也是
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
眼看学生将毕业，
学校收取爱校费。
人人得交没商量，
不交影响你结业。
虽说金额不算高，
于法无据惹是非。
学校收费需斟酌，
莫让形象染尘灰。
文/周敖 图/朱慧卿

众说纷纭

“父母无恩论”
冷血忘本
“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最基本道德准则之一，
然而今年母亲节前后，
一些网络论坛上出现
“父母无
恩论”之类观点，声称“父母生儿育女本质上出于情
欲”
“父母有哺育儿女的责任，儿女无赡养父母的义
务”
，
激起轩然大波。大家对此怎么看？
父母之恩比山高比水长

议。问题在于在具体语境中
是否能表达这种“无恩论”。
父母带我们到这世界，
我上有老下有小，对上我尽
抚养、培育、教育我们长大，
可能多陪伴老娘，心中铭记
他们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
母亲之恩。但对下无奢求，
怎能说“无恩”？
（网友“吉林
并不总抱着对子女有恩的态
樊耀文”
）
度去处理与晚辈关系，他们
想起十一二岁时，有次
如能在空闲时教我更好使用
欺负弟弟挨爸妈打，我冒出
电脑，我就很高兴了。我把
一句：你们打什么打，我没吃
你们的饭，粮食是农民种出 这 理 解 成 互 助 ，而 非 报 恩 。
“海阔天空”
）
来 的 …… 他 们 气 得 更 厉 害 （网友
了，又招来一顿打，母亲还真
赌气不想做饭了。随着年龄
增长，自己有了子女，越来越
感内疚。
（网友
“披星戴月”
）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口出
“无恩论”者估计还未生儿育
女。子欲养而亲不待，
子女急
切报恩还来不及呢！连父母
都不感恩的人还会爱谁？岂
非冷血动物？
（网友
“好日子”
）
不以对子女有恩自居
尽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这点大家恐怕都无异

应强化年轻人感恩教育
对个别“父母无恩论”观
点，我们大可不必当真，最多
一笑了之。但对这种现象，
却必须引起重视和警惕。事
实上，这样的观点确实存在
于不少当代中小学生的心
中，总认为父母对自己的爱
是天经地义的。对这样的思
维，我们应当正面教育和引
导，并强化感恩教育，让孩子
们懂得父母的大爱，并学会
感恩。
（网友
“海子”
）

红星美羚乳业2017年升级款"0添加"纯羊奶粉10000箱限时直供,请赶快拔打电话400-676-1660抢订！

"0添加"纯羊奶粉68元,抢不抢？
羊奶好不好就看纯不纯

全国羊奶
粉专业生产
和出口的上
市 企 业 -- 陕
西红星美羚
乳业，现在全
国启动"关注
老 年 健 康. 新
品上市，厂价
直供"惠民工
程，市场价 198 元/盒的"0 添加"纯羊奶
粉，现 68 元/盒，限时体验！时间仅限 10
天，活动结束恢复原价！

"红星美羚乳业"向您郑重声明

1、货真价实：本款羊奶粉配料只有生

好羊奶什么都不需要添加

鲜羊奶，再无其它任何配方添加成分，好
羊奶加什么都多余，假一赔百；
2、直供低价：上市推广期间，砍掉层
层中间经销环节，工厂底价让利直供消
费者，没有其它任何捆绑销售条件；
3、不含蔗糖，糖高人群也可放心喝；
二次脱膻，只有奶香；
4、30 天无条件退换。
特别声明：1、每人限购 2 件，杜绝重
复采购；2、所有渠道经销商不得套购，一
经发现取消经销资格；3、整件全国免费
送货。

抢购热线：400-676-1660

高校被曝强制收取毕业生
“爱校费”
据济南电视台报道，
山东英才学院近日向即将毕业的学
生强制收取 10 元“爱校费”。媒体评论认为，虽然收费金额
不算高，但于法无据，难逃乱收费嫌疑，且其与毕业挂钩，更
像是强买强卖。

仗义执言

退休应有温情告别
前几天，有位刚退休的朋
友对我说，
他退休时，
没有一位
领导同他谈话，他想不通。据
我了解，
类似情况并非个别。
职工到龄退休，这是天经
地义的，也没有政策规定要由
领导找其谈话。但工作几十年
后退休，
是人生一大转折，
难免
对原单位有所留恋，难免会有
这样或那样一些想交代之事，
个别人甚至可能需要领导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如果职工退休
时，
单位领导能同他们谈谈，
交
流交流思想，或在部门内开个
简单欢送会，由领导和同事对

其几十年的工作成绩予以评
价，请退休人员对单位的工作
给出一些建议，那或许是一种
更温情的告别。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
“若要
公道，
打个颠倒。
”
也就是说，
人
要学会换位思考。作为在职
者，
假如你日后退休时，
也一样
冷冷清清、
无人问候关怀，
你作
何感想？会不会觉得自己辛辛
苦苦工作几十年，就这样孤零
零离开，心里有些酸楚吗？我
觉得，
在老同志退休时，
也不妨
给他们一点简单的仪式感。
（辽
宁锦州 韩学政 65 岁）

老人让座彰显
“爱的循环”
《华商报》日前报道，西安一位年
近八旬的老人在公交车上给小伙子让
座，别人夸他，老人笑道：
“我都 78 岁
了，
再不做好事就来不及了。
”
年轻人应给老人让座，这是基本
社会道德。但每个人情况不同，年轻
人也有他们的难处，必要时老人给年
轻人让座，
既是对年轻人的关爱，
也是

对现代文明礼仪的最好诠释，更为年
轻人给老人让座树立了榜样。
在公交资源相对稀缺、座位紧张
的情况下，
座位应
“按需分配”
，
把有限
的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而不是按年
龄分配，更体现出一个城市公共秩序
的和谐及市民整体的文明素养。
（湖北
嘉鱼 玫昆仑 50 岁）

一代宗师“艾烛贴”来电申领

制而成。可疏通经络，
促进炎症、
粘连、
渗出物、
血肿等致病产物消散排除；
降低
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发挥镇静、
镇痛作
用；
同时温热作用还能促进药物的吸收。
申领条件：1.年满 50 周岁的中老
年人；2.每人限领 2 盒，一元一盒，不
得重复领取；
3.一周期为 3 盒（每盒 60
支），
不零售；
4.不收快递费，
送到家。
申领热线：
400-077-8836
艾医生艾制品有限公司 经济信息

艾灸在我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
史,李时珍在《本草从新》中说：
“艾叶
具有纯阳之性，能回垂绝之阳，通十
二经，走三阴，理气血，逐寒湿，暖子
宫，
止诸血，
温中开郁，
调经安神……
中国蕲春，
世界艾乡，
是李时珍故
里。一代宗师
“艾烛贴”以蕲春五年黄金
陈艾为原料，
精挑提纯，
经严格的工序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