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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六成网友表示认可
“年轻人住进养老院”伴老抵租

截至 9月 3日 8时

山东水灾
已累计接收款物逾 2.4 亿

据《经济导报》报道，8 月 26 日，山东省慈善总
会发出“情系灾区”募捐活动的倡议。 截至 9 月 1
日 18 时 ， 累计接收款物 24510.16 万元 (资金
22390.71 万元，物资折价 2119.45 万元 )，其中全省
红十字会系统接收 778.22 万元， 全省慈善总会系
统接收 23731.94 万元。

点评：面对大灾，整个社会的捐赠热情都会被调
动起来。 与资金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科学有效
地使用捐赠救灾赈灾。

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
资金 31.7亿元全部下达

据新华社消息，2018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
展补助资金 31.7 亿元已全部下达， 由各地统筹用于
含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残疾人康复、 托养、 扶贫、助
学、文化、家庭无障碍改造、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等方
面支出。

点评 ：社会组织应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
金的使用情况 ， 以发挥自身特长为残疾人提供有
效的服务 。

印度将阿联酋1亿美元捐款
拒之门外

据人民网消息，印度喀拉拉邦近日遭遇特大洪
灾， 造成超过 400 人遇难，100 多万人居住在临时
安置点。 为帮助喀拉拉邦救灾，阿联酋政府日前提
出，向印度捐助 1 亿美元。 不过，印度政府对此予
以回绝。

点评 ：以本国力量解决救灾需求的想法可以
理解 ，但这一想法应以不影响及时 、高效救灾为
前提 。

我国将对 1586 个水源地
6251 个环境问题开展督查

据《科技日报》消息，水源地第二轮督查从 9 月 1
日开始，为期一个月，覆盖 31 个省区市，对 2018 年底
前需要完成整治的 1586 个饮用水水源地的 6251 个
环境问题逐一开展现场核查等；重点针对“零进展”和
进展严重滞后的问题进行现场检查。

点评 ：要防止整改不到位 ，也不能不分青红皂
白 、不分违法合法的一刀切 。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8月 27日 彤程集团 140万元 人才培养 北京化工大学

2018年 8月 28日 豪迈集团 150万元 潍坊赈灾 高密市慈善总会

2018年 8月 29日 力高控股有限公司 215 万元物
资 教育助学 黔东南州建档立卡大学

新生

2018年 8月 31日 陕西投资集团 300万元 教育助学 商洛市 1000名大学生

(2018 年 8 月 27 日至 2018 年 9 月 2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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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 共有 2500
余名志愿者参与服务，主要是来自北大、清华、人大 、
北师大等 32 所高校的大学生。 志愿者工作主要集中
在会议的会场服务、外宾接待、注册中心 、新闻中心 、
机场接待、交通保障等方面。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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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浙江杭州滨江区的一
家养老院“迎来”一批年轻住户的
消息，在网上引起热议。 据悉，自
去年开始，这家养老院推行“陪伴
是最长情的告白”志愿服务项目，
吸纳年轻志愿者入住养老院，申
请者要满足“在城区内无住房”
“单身青年职工”等条件，只向他
们收取 300 元月租就能住进 30 平
米的标间，但前提是：志愿者们每
人每月给园内的老人提供 20 小
时的志愿服务。 提供志愿服务包
括教学类服务、 陪伴类服务和参
与养老院里开展的服务活动。

据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超过 2.3 亿，占总人口的 16.7%；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1.5 亿，占
总人口的 10.8%。 预计到 2050 年，
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4.8 亿。

随着人口老龄化， 养老机
构、养老驿站兴起，对于养老院
的老人而言，他们经常面临无人
陪伴的尴尬境遇。 而这种“伴老
抵租” 的模式几年前已在荷兰、
法国、德国等地出现。去年 8 月，
国内有媒体报道了上海申养“望
年荟”的类似做法，据了解，因首
批入住者的服务数量、质量均未

达到预期， 前不久被全部清退，
新闻报道中的“志愿者之家”已
空无一人。

对此，不少网友认可这种“伴
老抵租”的做法，认为这既解决了
一部分年轻人“租房难”的问题，
又避免“空巢老人”的困局。 不过，
也有网友认为年轻人入住养老院
虽然有严格的申报要求， 即大学
本科毕业 7 年内或具有硕士及以
上学位的单身青年， 在滨江区工
作了一年以上、在市区无住房。 报
名资料审核通过后， 滨江区民政
局、团区委，还有养老院三方，都
会对申报对象进行面试。 但后续
的监管仍不完善。 并且，目前养老
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 腾出房
间租给年轻人可行性不高， 同时
年轻人和老年人长时间相处也有
可能产生矛盾。

就此话题，《公益时报》 联合
问卷网、凤凰公益推出本期“益调
查”———“年轻人月租 300 元住进
养老院”你怎么看？

调查自 2018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 调查结果显示， 约有
46%的网友表示曾经在养老院做
过短期的志愿服务；20%的网友一
直在为养老院提供志愿服务；34%

的网友表示从来没有在养老院做
志愿者的经历。

对于如何看待“年轻人月租
300 元住进养老院”，63%的网友表
示支持“年轻人月租 300 元住进
养老院”，因为这可以充分发挥年
轻人的能动性， 既能给老年人生
活带来朝气与活力， 也能为社会
养老服务注入更多新鲜元素，可
有效弥补当前养老院普遍存在的
老年人生活单调、 缺乏陪伴等问
题；35%的网友不支持这种形式，
因为目前许多城市养老资源相对
紧缺， 腾出房间租给年轻人可行
性不高， 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长
时间相处也有可能产生矛盾，也
可能会有目的不纯的年轻人混入
其中，对老人造成伤害。

关于如何更好地完善“年轻
人月租 300 元住进养老院” 的形
式，40%的网友认为政府方面应对
此形成完善的政策支持和奖励机
制， 推动项目发展；39%的网友觉
得养老院应完善“志愿者”选拔标
准，形成严格的选拔、考核制度；
21%的网友表示社会组织应为“志
愿者” 提供入住前的志愿服务培
训， 让养老院的老人们得到更专
业的服务。

五十三天的绝望 ：很
好的呀~对于老人来说，保
持与外界联系， 从年轻人
身上看到生活的热情 ，年
轻人可以从老人身上感受
到时间的作用， 只要给予
良好的管理与沟通， 相信
可以做的很好！

耄耋肉肉妈： 上海连
老人都住不进养老院 ，估
计推行起来有难度。

很 幸 福 的 ceciliaba鄄
by2011：可以考虑招社工
专业的年轻人进去， 更专
业， 关键社工专业找不到
工作。

木子扬雪：理念挺好，
但是希望相关人员准入和
审查也要跟上， 形成标准
和制度。

� � 1.你有在养老院做志愿者的经历吗？
A、有，曾经在养老院做过短期的志愿服务；46%
B、有，一直在为养老院提供志愿服务；20%
C、没有，从来没有在养老院做志愿者的经历。34%

2、“年轻人月租 300 元住进养老院”你怎么看？
A、支持。充分发挥年轻人能动性，有效弥补老年人

生活单调、缺乏陪伴等问题；63%
B、不支持。资源紧缺，可行性不高，可能产生矛盾、

造成伤害；35%
C、其他。 2%

3、你认为“年轻人月租 300 元住进养老院”有哪些
需要完善的地方？

A、政府方面应完善政策支持和奖励机制；40%
B、养老院应形成严格的选拔、考核制度；39%
C、社会组织应为“志愿者”提供服务培训。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