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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都挺
好》在网络上被讨论得热火朝
天，并衍生了一个新名词——

“陪伴式啃老”。剧中苏家父
母一生大半的积蓄都花在二
儿子苏明成身上，然而他却认
为苏家三兄妹里只有他长期
陪伴在母亲身边，这是母亲自
愿为他付出的，他不是在啃
老。而在支持者的眼里，那些
连陪伴都做不到的子女，并无
资格对苏明成们予以指责。

在老龄化急剧加快、年轻
人压力倍增的双向挤压下，如
何让老人安度晚年，显然是个
不易解答的问题。但“陪伴式

啃老”，就像是一些人披上正
义的外衣，在现实纠葛之下寻
求的某种“平衡术”，说是剜肉
补疮，并不为过。那些认同

“陪伴式啃老”的人，显然有意
加重了“陪伴”的砝码，从而选
择性地忽视了“啃老”对于社
会正向价值的戕害。

自恃“陪伴”带来的道德
优越感，便能遮蔽“啃老”的人
格瑕疵吗？当然不是。陪伴
固然重要，但实现陪伴的路径
绝不只有放弃自力更生而一
味选择“啃老”，即便父母确需
陪伴，乃至愿意被“啃”，也不
应该被鼓励。平心而论，倘若

子女确实面临买房、结婚等压
力，在父母条件宽裕的情况
下，适当接受父母的帮助度过
困难期，从情理上讲，并非不
能理解。但对一个理应拥有
稳定收入来源的成年人来说，
仍理所当然地依靠父母的财
富满足自己吃、穿、住、行的所
有需求，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了。如果“啃老”能借“陪伴”
之名变得顺理成章，对整个社
会而言，消解的则是奋斗的意
义和拼搏的价值。

当然，反对以“陪伴”之名
美化“啃老”，绝不意味着否定

“陪伴”本身的价值和重要

性。只不过，无论是出于反哺
式的感恩，还是出于履行法定
义务，子女陪伴父母本应变得
更加自发、纯粹，而非一场交
易。站在老年人的角度，获得
子女陪伴也是理应享有的权
益，即便由于现实条件所限，
子女不能时时刻刻在身边，又
或者“常回家看看”打了折扣，
也并不意味着实现权益需要
通过默许啃老的方式来赎买。

总之，父母的宠溺跟子女
的啃老，都是代际权利义务关
系失去边界意识的体现。“陪伴
式啃老”，抑或“不孝式奋斗”，
看似“都挺好”，其实“都不好”。

无需美化“陪伴式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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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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网站近日公布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管理规定》，其中明确，中小
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
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
营场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
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避免售
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
相关规定自2019年4月1日
起施行。

其实，因为影响教学秩
序和氛围，加上中小学生辨
别能力、自控能力较弱，不少
地方早就取缔了中小学校园
内的小卖部了。教育部此番
出台的新规，无非是在更大

范围予以规范。但从现实来
看，要想未成年人更好地成
长，把校内的小卖部清理出
去还远远不够。在幼儿园、
中小学校的周边，同样存在
大量小卖部，而且受监管乏
力、商家受利益驱使等因素
影响，这些小卖部所卖商品
质量往往难以保证，饱受诟
病的“五毛食品”就是鲜明的
例子。因此，要让孩子们远
离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不
仅要从整顿校内小卖部着
手，对于校外监管、食品健康
教育同样要引起重视。（山东
淄博 鲁兴求 56岁）

校内禁设小卖部还不够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
北京朝阳区三源里社区，有
一支爱心担架队，由常驻社
区的 15 名保安和停车管理
员组成，他们的手机 24 小
时开机，只要居民一个电
话，他们就会迅速赶到居民
住处，为病人提供搬抬服
务，或者帮助出行不便的老
人上下楼。此前，社区还专
门邀请专业急救人员对爱
心担架队进行培训，学习对
心脏病、高血压、骨折等不
同患者的抬法。

如今，很多小区规模越

来越大，而老年人“空巢”或
独居的情形也愈发多见，居
民一旦遇到突发急症等紧急
情形，有时候 120 急救人员
因为不熟悉路线和环境，往
往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而社区担架队的出现，恰好
能补足这方面的短板，平时
还能协助邻里解决老年人上
下楼的难题。当然，任何爱
心都需要呵护，希望各地能
对类似的义务担架队适当予
以资金扶持，并提供专业培
训，争取让他们向正规军靠
拢。（北京 王海良 60岁）

公厕改造也应听听民意
目前，按照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的目标要求，安徽蚌
埠市正在对市区道路边的公
共卫生间进行全面升级改
造。从提质改造完毕并投入
使用的公共卫生间来看，虽
然大多设有无障碍通道，改
造了蹲位，增加了隔板，通风
采光条件也大有改观，但有
些细节仍不能让市民满意。

例如，有的公共卫生间虽
然新建了坐式马桶，以方便老
年人和残疾人如厕，但马桶

两边并没有安设扶手；有的公
共卫生间虽然整修一新，但
地面防滑处理不到位。另
外，在一些人流量大的地方，
公共卫生间改造以后，保洁
人员的休息室面积增加不
少，而公厕蹲位却并不见得
增加。公厕提质改造是一项
民生工程，开工改造前，相关
部门不妨将改造方案予以公
示，征求一下民众意见，而不
是由施工方单方面说了算。
（安徽蚌埠 姚国勇 63岁）

对社区担架队要多加支持

有无别的方法测眼压
贵报3月11日健康版刊

登《轻压眼球自测眼压》一文，
称可以用手小心轻压眼球自
测眼压，我觉得能不能测准跟
每个人的手感、经验有很大关
系，请问有没有别的方法更精
确地测量眼压，预防眼科疾
病？（山西大同 张越 65岁）

编辑刘惠回复：成年人正
常眼压通常在10～21毫米汞
柱，现在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已经普及了测量眼压和眼底
的相关设备，老年人可以就近
咨询、测试，了解自己的基础眼
压，如果出现眼胀、视力模糊等
不适，应及时去医院检查。

另外，建议50岁以上人士
每两年接受一次眼部检查，尤
其是有青光眼直系亲属家族史
等易感人群。而患糖尿病、高
血压、眼外伤，或不恰当地使用
某些药物(如糖皮质激素)者这
些继发青光眼的高风险人群更
应该每年检查一次眼睛。这里
所说的眼部检查，并不是普通
体检时的查视力等，而是需要
做眼压测量、眼底照相、视野及
房角镜之类的专科检查。

乘客不慎落名包，
的哥拾捡欲归还。
思前想后求打表，
孰料失主却投诉。
拾金不昧应褒奖，
有偿归还亦无过。
观念碰撞生争议，
互谅互让更温暖。
文/方知 图/朱慧卿

的哥捡包打表归还遭失主投诉
近日，上海一出租车司机捡到价值3万元的包，归还时提

出打表，由失主支付来送包的路费。事后，司机遭到乘客投
诉。出租车公司称，乘客通过打车平台联系到司机，让司机把
包送过去，当时司机也说过要打表，但乘客对于车费的问题有
些不认同。目前包已归还，其他问题已由派出所协商解决。

新潮“政审”是观念进步

丈母娘挑女婿都要用上征
信报告了，这说明现代人的观
念进步了，对未来女婿的考察
不再局限于看经济条件，更在
乎这个人是否诚信。（网友“罗
定坤”）

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查
看征信报告能了解一个人是否
讲信用、重责任，这和丈母娘不
允许未来女婿有酒驾前科的新
闻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网
友“李凤高”）

这种新潮“政审”看似极
端，实则接地气，谁愿意将自己
的女儿托付给不讲信用的人
呢？（网友“晓风残月”）

恐怕只是“看上去很美”

如果没有车贷、房贷以及
信用卡，哪里会有什么金融征
信报告？就算有，一张征信报
告又能说明多少问题？看征信
选婿有点一厢情愿。（网友“古
道瘦马”）

征信记录是个人隐私，不
是谁想看就能给看的，用在丈
母娘选女婿这种私权领域，总

觉得怪怪的。（网友“老鹏”）
人民银行的个人征信报

告只能反映公民的贷款、逾期
等状况，并不能反映公民的其
他信用情况，用来考察女婿只
是“看上去很美”。（网友“阳光
佳哥”）

还需更多制度支撑

征信体系能够进入民众的
日常生活，说明社会各界已经
越来越重视信用的价值。当
然，希望公民的其他诚信事项
在今后能有一个统一的载体呈
现出来。（网友“刘云海”）

现实中，涉及个人方方面
面的征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
起来，更没有实现联网。未来，
丈母娘挑女婿需要“综合版征
信报告”，社会诚信建设也需要

“综合版征信报告”。（网友“书
香满心”）

征信建设固然重要，但在
推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时，也
需要在科普宣传上做足功夫，
同时规避个人征信应用场景
过广，防止滥用征信。（网友

“三刀”）

挑女婿看征信凸显信用价值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日前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

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现在征信很多都用到了社会领域，
我们看到很多女孩找男朋友，未来的岳母说，你得把人民银行的
征信报告拿来看看”，此言引发热议。对于丈母娘挑女婿要查

“征信报告”，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