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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商晨报》报道，辽宁
沈阳的刘女士每月花 5000元
雇来保姆，本想让自己患有小
脑萎缩的母亲得到周到照顾，
却在一次偶然查看家中监控
时发现，86岁的老母亲屡次遭
到保姆的殴打、虐待：拍打头
部、抽打耳光、用勺子猛击面
部 …… 半 个 月 内 施 暴 七 八
次。近日，这位涉嫌虐待被看
护人罪的保姆崔某某被沈阳
警方依法予以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
口老龄化加剧，以及“二孩政
策”的全面实施，很多人无法兼
顾工作和照顾家庭，只好选择

请保姆帮忙照看家里的老人、
孩子。但保姆行业的低门槛性
和家政服务市场的野蛮生长，
使得找到一个靠谱的保姆在很
大程度上只能归结于“运气”。
毕竟，近年来频频被曝光的保
姆虐待儿童、老人事件，已然一
次次地挑战着公序良俗的底
线，深深刺痛公众的神经。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几
个“恶保姆”的极端案例就否
定整个保姆群体，更不能由此
污名化、妖魔化整个家政行
业。相比于宣泄情绪，更值得
追问的是：防范保姆施暴施虐
该从何处着手，才能避免类似
悲剧重演？

实际上，在我国法律体系
中，并不缺少对虐待儿童、老
人这类行为的禁止性规定。
尤 其 是 根 据《刑 法 修 正 案
（九）》，对未成年人、老年人、
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
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
护、被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但在司法实践中，该罪的
受害者往往是无行为能力或
限制行为能力人，他们无法进
行正常的表达，所以偏重于以
损害后果（情节恶劣）定罪会
让很多违法行为逃脱法律的
制裁。因此，仍有必要完善相
关的司法解释，制定更具可操

作性的入罪标准。
另一方面，当前家政行业

普遍存在着管理粗放，人员流
动性强，从业门槛较低等问题，
且很多家政企业仅起中介作
用，对从业人员的筛查、监管和
培训不到位，这无疑为“问题保
姆”作恶埋下了隐患。这也亟
须有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
规，落实监管职责，制定科学、
合理的行业强制性规定，更重
要的是建立公开透明的从业人
员信用体系，引导家政保姆行
业朝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否
则，脱离了制度化的威慑，雇主
们仍只能将考察保姆优劣好
坏的手段寄望于视频监控。

防范恶保姆不能总靠视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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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广大读者便捷投
稿，我们扩充了投稿渠道，许
多版面右上角都公布了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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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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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
勿转载、摘编本报文字及图
片。如有侵权，本报保留法
律追究权利 。来稿一经本报
采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报
享有其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纸
质版、电子版等介质的出版
权、传播权；本报所支付的稿
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
费。 本报选登的部分文章和
图片，因作者地址和电话不
详，我们无法奉寄稿酬，烦请
作者联系我们。

能否享受相关待遇
我在贵报上看到消息说

湖南省在 2008 年曾出台过
文件，对建国初期参加革命
工作的部分退休干部发放生
活补贴。我 1950 年 3 月至
1972年一直在政府行政部门
工作，后转到企业工作，请问
是否符合条件？（湖南东安
黄自庆 86岁）

编辑彭臻玉回复：经查
湘组[2008]157 号文，该政策
所指对象范围为，在 1949 年
10月 1日至 1950年 6月 30日
期间，参加我党所领导的地
下游击武装、地下党组织及
中组部审定的党的秘密外围
组织的；参加我党所领导的
革命军队，包括起义人员起
义后即参加我党所领导的革
命军队，以后一直从事革命
工作的；参加我党开办的军
事学校、干部学校、干部训练
班学习后即分配工作的；直
接参加当地政权建立并脱产
享受供给制待遇的，以后一
直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
革命工作的退休干部。从您
来信所述的工作经历来看，
并不符合相关条件。

为求医者解决实际难题

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
难。很多人本就因为求医看病
经济困顿，病房里也容不下那
么多家属陪床过夜，医院开放
大厅让家属打地铺实属排忧解
难之举。（网友“豫-张全林”）

愿意在医院大厅打地铺
的，要么确实经济困难，要么是
为了方便早起排队挂号，不管
怎样，医院这种人性化举措让
人暖心。（网友“山西马全和”）

有人会说这是医院为了留
住求医看病者才开放留宿，但
能坚持九年实属难能可贵，再
说，要留得住人，最终还得看医
技水平啊。（网友“阳光佳哥”）

须防好心办坏事

如果发生钱财被盗、人身
伤害等事件，医院该不该担
责？如果留宿者要求医院承担
管理不当之责，医院怎么办？
（网友“古道瘦马”）

在我看来，真正需要陪护
的患者，现在的病房已经基本
能解决家属“租床”过夜的问

题，医院开放大厅留宿其他患
者和家属，反而会带来更多的
管理难题。（网友“老鹏”）

医院的本质功能在于提供
医护服务，大可不必承担提供
住宿场所的功能，与其在临时

“旅社”上做文章，不如把更多
精力放在解决看病难题上。（网
友“报&友”）

初衷在于彰显公益性

医院大厅留宿患者和家
属，无论从功能性还是安全性，
无疑面临一定的争议，但这样
的举措无论如何都比那些医生
胡乱收费、开刀后加钱的新闻
更让人能感受到医者仁心的含
义。（网友“披星戴月”）

医院如此设身处地为患者
和家属考虑，这一贴心做法，可
说是和谐医患关系的绝佳注
脚。（网友“吉林樊耀文”）

当人们诟病看病贵时总会
说公立医院应体现公益属性，
我看此举就是彰显医院公共属
性的体现。至于开放大厅后的
管理问题，我相信院方和留宿
者不难达成共识。（网友“青”）

医院大厅留宿家属释放善意
近日，一则“医院变成暖心‘旅社’”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为了

给患者家属提供住宿场所，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已连续第九年每
晚开放医院大厅，供患者家属打地铺，高峰时段有近200名家属
在医院过夜。据医院工作人员介绍，每天傍晚后，保洁人员会进
行清扫和消毒，随后对“留宿”家属进行登记。对此，您怎么看？

近日，赵女士自带9斤螃
蟹在山东青岛一家饭店加
工，被收 900 元加工费一事
引发关注。当地物价局表
示，涉事海鲜馆未对加工费
明码标价，勒令退还。青岛
西海岸新区工委宣传部日前
通报称，已对涉事饭店加工
费未明码标价行为立案处
理，并责令停业整顿。

仅仅加工处理 14 只螃
蟹，“蒸8只炒6只”，“就是用
葱姜炒一下”，就要收费900
元，这样的价格不管对哪个
老百姓来说都会觉得“不划

算”。但公平交易的前提是
明码标价，等加工完再报出
如此收费标准，无疑有欺客
之嫌。《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
明码标价的规定》明文要求，
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在经
营场所或缴费地点的醒目位
置公布服务项目、服务内容、
等级或规格、服务价格等。
涉事商家明显违反了此条规
定。希望当地有关部门以此
为契机，对当地的餐饮行业
进行全面排查整顿，重塑“好
客青岛”的形象。（江苏南京
王荣民 62岁）

据《深圳晚报》报道，8月
初，深圳推出“政务延时服
务”，市民到行政服务大厅办
事，午休时间也能办业务了。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
历，正常上班时间没空去办
事，等到午休时间，业务部
门又不上班。就此而言，深
圳推出的“政务延时服务”，
既解决了部分民众午间办
事的难题，也是将“放管服”
改革打通至基层末梢的具

体体现。午间延时服务要
落地，其实具体操作并不
难。比如，在午休时间加开
两个窗口，为值班人员提供
调休、补贴等激励，就能取得
双赢效果。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尝
试在周末推出政务服务“加
班”制度，希望深圳推出的午
间延时服务也能在更大范围
得到推广。（河南漯河 李德
兴 58岁）

对“天价加工费”不能手软

老房外立面维修应有解
每个城市都有老旧建

筑，斑驳脱落的老屋外立面
不仅影响城市形象，甚至危及
公共安全。那么，这些建筑该
谁负责修缮？维修资金又由
谁来买单？据报道，广东广州
市组织的有关房屋安全管理
规定立法听证会，正就相关
问题进行听证和讨论。

按理说，房屋产权所有
人应对建筑外立面的维护及
安全负责，但在实际中，问题
并没有这么简单。一来有些
业主缺乏公共安全意识，对
房屋外立面的损坏并不在

意；二来房屋外立面往往并
非一家所有，谁去修、怎么修
也常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再者，不少老旧房屋由于历
史原因，根本没有维修基金，
若不是单位的老公房，维修
资金的筹措也面临难题。

我认为，政府不妨考虑
为老旧房屋设立专项维护资
金，同时应该明确老旧房屋
维修的主体责任，即由谁出
面或牵头组织此事，如果全
部寄望于业主自己修缮恐怕
难成长久之计。（广东中山
黄汕 55岁）

午间延时服务值得推广

隆重举办省运会，
声势浩大搞宣传。
短短几行中国字，
错误连连上展板。
若非网友眼睛尖，
可会有人来更换？
宣传标语要审阅，
试问到底谁在管？
文/方知 图/朱慧卿

官方宣传展板4行字现4处错误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在四川广元口腔医院附近摆放的

四川省运会宣传展板，4行字竟有4处错误。本应为“第十三
届运动会”的几个字，分别出现了“第十三局运动会”、“四十三
局运动会”两种写法，还有一处把“开幕式”写成了“开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