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er� Report
２０15．6.2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段理

09封面报道

（上接 08 版）

5月 29日，鲁山县政府已将
此次鲁山康乐园老年康复公寓火
灾事故中 38名遇难老人DNA全
部检测完毕，方便亲属辨认，并即

将展开事故理赔工作。
遇难者家属闫军在鲁山县

殡仪馆与当地政府达成事故赔
偿协议后将父亲遗体火化，按照
闫军对《公益时报》记者的说法，
当地政府按照事故标准统一赔
付，同命同价，每名受害者赔付
人民币 50 万元， 并将赔款一次
打到遇难者家属所在村委会，待
家属火化完毕后，凭火化证明在
村委会一次性领取。

闫军向《公益时报》出示了
一份双方拟定的赔付协议，上面
清楚写明赔偿金额和方式，并规
定协议一旦达成，遇难者亲属不
再提其它要求。

闫军说：“政府赔偿对自己
是一个安慰， 但最希望知道的
是，这火究竟是咋起来的？ ”

在责任追究、 事故调查方

面，5 月 27 日，中共平顶山市委
作出决定，对鲁山县人民政府分
管民政工作的副县长田汉霖同
志停职处理。 同日，中共鲁山县
委作出决定，对鲁山县民政局局
长刘大钢同志，党组成员、主任
科员王占文同志，鲁山县公安局
党委委员高峰同志停职处理。

同时，康乐园老年康复公寓
事故中 12 名相关的责任人被警
方控制。 也就在当天，国务院成
立以安监总局副局长孙华山为
调查组组长的“5·25”特别重大
火灾事故调查组成立。

孙华山强调要依法依规，从
严从快彻查事故原因，严肃追究
责任，给遇难受伤者家属和全社
会一个负责的交代。

目前，火灾最终调查结果仍
未公布。

彩钢房与先住进来再说

失火后的现场一片狼藉。人
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如此惨
重的伤亡？

老人行动不便和建造材料
彩钢板易燃易烧垮成为争论的
焦点。

27 日，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全体会议在平顶山市召开。调查
组组长、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
长孙华山指出，“经初步调查分
析，事故暴露出老年公寓房屋违
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为芯材的
彩钢板，建筑耐火等级低。 ”

根据《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
行办法》第十一条第 2 款明确规
定，养老院建筑应符合《老年人
建筑设计规范》和《方便残疾人
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
规范》， 居室不应采用易燃、易
碎、化纤及散发有害有毒气味的
装修材料。

鲁山县民政局办公室一工
作人员也表示，彩钢房属临时建
筑且易燃，养老设施应使用砖混
或混凝土结构的永久性建筑。

为什么这样的建筑会在养
老院中存在呢？

康乐园老年公寓的微信公
号上说， 该公寓创办于 2009 年
9 月，位于县城鲁平大道西段三
里河，占地面积 40 亩，设计建筑
面积 8000 平方米， 在其宣传单

上，写着包括 2 个自理养老区，1
个半自理养老区，1 个不能自理
养老区。

据鲁山县民政部门负责人
则表示， 康乐园老年公寓由平
顶山市民政局于 2010 年末批
准成立。 河南省政府 2011 年养
老服务机构年检结果报表显
示， 康乐园老年公寓年检结果
“合格”。“不可能是 2009 年才
开始办，已经有好几年了，可能
一边办报批手续， 一边经营和
扩建着， 但是经营时间至少有
七八年了。 ”当地村民表示。

据陈春香回忆， 十年前，这
里都是三里河村村民集体土地，
由于土地改革，地方政府征用拍
卖，康乐园门前这条宽阔笔直的
大马路修建起来。 出行便利后，
村民们看到出让土地实惠，2005
年又将土地以承包方式租赁给
在此地开饭馆的范花枝，并以 5
年一签的方式续租，今年又要续
签合同。

“开始时， 养老公寓里面就
几栋砖混双层小楼，并没有彩钢
瓦铁皮房，面积也不大，可能是
范花枝头脑灵活吧，这里面扩建
很快，老人休息、娱乐、宿舍设施
都很健全， 收费也不算太贵，不
同程度养老 1000 至 2000 元不
等， 很快就有很多老年人入住，

咨询人很多， 基本都要排队等
待。 ”陈春香猜测说：“可能是来
的人太多，着急想着先把人收进
来，先建简易房进行过渡，等资
金充足再建新楼吧。 ”

陈春香的猜测不无道理。
据《南方周末》 报道，2013

年 9 月 16 日， 鲁山县发改委曾
批复了关于鲁山县康乐园老年
公寓建设项目的文件。项目规划
的地址就在县城鲁平大道西段
三里河， 规划分别建设 10 栋普
通公寓楼和 10 栋高档单体公寓
等建筑。 项目估算总投资 3973
万元， 康乐园自筹 900 万元，其
余向社会筹集。

而此次火灾受害者之一，居
住在康乐园完全不能自理区的
阮凤英表示，自己并不清楚那是
彩钢瓦铁皮房，只知道她住的那
间房里总共住了 12 个老年人，
这些人均属完全不能自理。

阮凤英远在河南郑州打工
的女儿也对《公益时报》记者表
示：“送老人入院时知道完全不
能自理区和其他区建筑材料不
一样， 但自己远在郑州打工，把
一个有脑血栓的老人留在乡下
家中实在放心不下，只能送到养
老院， 看着院中住了不下百人，
也没有那么多顾忌，一心想着能
住进来都不错了。 ”

38 名逝者每人获赔 50 万

巨大的需求与有限的床位

补偿协议

� � 鲁山县人民医院康乐养老
院呼叫牌

康乐养老院的老人们坐在一起共度下午美好时光

� � 火灾发生后，当地政府在 5
月 27 日向全县印发《全县违章
搭建彩钢板建筑专项整治行动
方案》，要求查隐患，速整改，抓
落实。

《公益时报》记者走访了几
家当地公办、 民办养老院后发
现， 养老机构的建设与养老需
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露峰养老院位于鲁山县南
郊，属县民政部门开办，入住这
里的全部都是五保户。《农村敬
老院管理暂行办法》 第七条规
定“敬老院以供养五保对象为
主。 在没有光荣院的地方可优
先接收孤老优抚对象入院供
养。 有条件的敬老院可以向社
会开放， 吸收社会老人自费代
养。 精神病患者、传染病人不得
接收入院。 ”

今年 65 岁的高林是露峰敬
老院院长，在这里已经工作近 7
年的他， 谈起当地养老他也有
些无奈。

“公办敬老院招收的都是
农村五保户， 只有满足这个标
准敬老院才予以接收。 达不到
五保户标准即便出钱也不容易
进来， 敬老院虽然提倡向社会
开放， 但五保户多、 床位又紧
张， 这连向社会开放运营的机
会都没有。 ”高林对《公益时报》
记者表示。

按照当地民政部门的规
划， 公办敬老院统一由政府出
资，采用砖混结构兴建，每个房
间面积约为 15 平方米， 最多不
超过 2 人居住。

根据《农村敬老院管理暂
行办法》 第八条规定，“五保对
象入敬老院须由本人提出申
请，经乡镇人民政府（村办敬老
院经村民委员会）批准，并由本
人和敬老院双方签定入院协
议。 符合规定条件的对象，入院
自愿，出院自由。 ”

“很标准，不超员，基本都住
的满满当当， 虽然入、 出院自
由，但基本没有出院的，都是无
儿无女，从敬老院出去，他们能
去哪？ ”高林说。

露峰敬老院面积并不大，
全部用砖混结构建设， 去年院
里还添置了一栋多层的新楼，
高林说， 这些投资都来源于政
府， 但建楼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老人入住的数量，可能还有一些
老人在乡下也符合五保户条件，
但由于名额有限，却处于排队状
态，只能暂时依靠乡里或者远亲
救济着过日子。

公办养老院人满为患，而另
一边民办养老院的状况也好不
到哪里。

鲁山县人民医院康乐养老
院是县城中较好的民办养老院
之一，也是全县唯一一家采用医
养结合方式运营的民办养老院。

由于离医院仅一墙之隔，既
能养老又方便快速就医，而且每
天还有医院医护人员不定时巡
查， 县里很多人都愿意将老人
送到这里。

由于入住人数众多，康乐养
老院仅有的三栋三层建筑也已
经饱和， 临时有家属将老人接
走才能空出一、两张床位。

鲁山县人民医院康乐养老
院院长肖炳银在接受《公益时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医院利用
院方优势展开医养结合，对于县
级基层养老是一种全新尝试，同
时，护理方面的专业医生队伍和
收费相对低廉，这成为老人们养
老的大多选择。 ”

按照肖炳银的说法，康乐养
老院的收费分为三种，分别是完
全能自理 900 元/月、 半自理
1200 元/月，完成不能自理 1900
元/月， 而无论是哪种老人均为
每两人一间屋， 并在完全能自
理区和半自理区提供医院医生
不定时巡查， 完全不能自理区
提供 24 小时护工服务。

“价格在鲁山县民办养老机
构中并不高，提供的附加服务也
许成为了养老院的特色，医生不
定时巡查和 24 小时护工守护，
防火安全可以，但人多确实是个
事实。 ”肖炳银说。

85 岁的阮凤英被烧伤了头皮和腿部，只能弓着躺在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