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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 !

"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

两个孩子的政策 #$ 至今 !"单独两孩 %政

策实施已近一年 !但据报道 !公众对生第

二个孩子的反应!比预期的要少很多$ 按

之前官方的预测!全国符合单独两孩政策

的夫妇约有
!!##

万对 !政策调整后 !预计

每年多出生约
3##

万人$

4

月
!#

日!据国

家卫计委官员透露!截至
$

月
-!

日 !全国

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共有
34.!,

万对!已批准的有
3".!-

万对$ 也就是说!

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仅占符合条

件的
3.$5

$ 以浙江省为例 !预计
3#!"

年

全年单独夫妇再生育的出生人数实际为

3

万左右! 而之前预计的数字则要高达
6

万$

这些数据再次证明了一些人口学家

之前多次强调的观点 & 在多种因素的作

用之下 ! 中国人的生育愿望受到了明显

的抑制 !远不是一些部门 '官员和专家估

计的那么强烈 $ 实施三十多年的计划生

育政策必须面对这一现实 $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是时代的产

物 $ 不夸张地说 !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是中

国影响最大的一项公共政策 $ 它产生的

那个时代 ! 百废待兴 ! 经济社会亟须发

展 !成为社会共识 $ 而庞大的人口 !则被

看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 ! 在这样宏

大的背景之中 ! 以控制人口规模为主要

目标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出台 ! 实行

迄今 !已经长达三十多年 $ 在当时那样的

语境之下 !决策者自是出于公心 !出于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切之心 ! 而没有今天

这么多部门利益的考虑 ! 这也是这项政

策能够广泛动员各种资源 ! 得到深入实

行的根本原因 $

无论如何 !今天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

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当初制订的目标 !

有效地降低了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 !从

而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规模 $ 但同时也滋

生出了一些当初意想不到的问题 & 诸如

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结

构 '伦理道德的变化 (独生子女家庭的风

险问题 ( 最严重的就是人口结构逐渐失

衡 !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缺乏将会是今后

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正是这些问题日

益突出 ! 才有了决策层对计划生育政策

的审慎调整 !比如放开 )单独 %二孩 $

可是 ! 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

政策 !不仅有效控制了人口规模 !更改变

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 !加上其他因素 !局

部性的 "单独 %二孩政策 !或许已经无法

扭转民众的生育意愿 $ 因而应当在此基

础上探索更加深入的改革 ! 新出现的人

口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 $

这需要越过诸多障碍 ! 首先是在观

念上 $ 计划生育并不是单纯控制人口规

模 !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合理的人口结构 !

提升人口素质 $ 这应当是今后计划生育

工作的重点 $ 其次是体制上面 $ 公众质

疑 !计生部门和部分的人口学者 !是不是

已经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 维护现行的政

策 !他们的利益就可以最大化 !因此他们

已经成为计生政策改革的最大障碍 $ 那

么接下来 !计生部门和相关的人口学者 !

能不能用实际行动回应这些质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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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医悬赏
!#

万元挑战中医能

否诊脉验孕的消息引发关注$ 发起者)烧

伤超人阿宝%通过微博称!目前挑战赛正

在筹备! 除此前迎战的北京中医药大学

杨桢医师外! 成都老中医吕即来也报名

参赛!并自愿出
3#

万作为奖金$

在古装片的桥段中! 被渲染得最神

乎其神的是悬丝诊脉! 老太医隔着帘子

通过丝线就能断定娘娘是否有喜$ 这当

然不必当真! 古时没有
7

光机! 切脉验

孕! 实出无奈! 但数千年积累!)滑脉有

孕%!岂能轻易否定*

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近代最有名

的一次莫过于梁启超之死+++他由于北

平协和医院的一次手术事故被错摘右肾

而去世$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西医就有何

不好$ 苏轼曾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

并行而不相悖$ 中西医既然各有优势!各

有传承!那就不必互相打倒!让它们成为

相互有益的补充!岂不妙哉*

长期以来! 中医因为历史以来的条

件所限!其"黑匣%理论一直备受诟病$ 如

果能通过这次"验孕约战%!推动中医的

现代化与科学化进程!那更善莫大焉$

验孕约战

无障碍的士应定位于公共产品

!

魏英杰

近日 ! 上海强生出租推出的首批
$#

辆 "英伦 %无障碍多功能出租车正式投入

使用$ 这款出租车独特的造型!以及"土豪

金%的外表!非常抢人眼球$

实际上!这款出租车的最大亮点在于

针对残障人士而设的各种人性化功能$ 如

电动上车踏板'滑动车门'台阶灯'大型扶

手 '后车门折叠斜坡等功能设计 !可以很

好地照顾到行动不便人群的舒适安全出

行需求$ 据悉!这款"英伦%车的上路!填补

了上海专用无障碍车的空白$ 此前!北京'

广州 '南京 '杭州等城市已先后投用这种

无障碍出租车$

留意过一些城市的无障碍设施!大体

而言都无法让人满意$ 比如街头常见的盲

道!要么被"腰斩%!要么被"断头%!这样的

盲道甚至比没有盲道更危险$ 有的公共场

所内!无障碍设施如电梯'坡道!根本形不

成连贯的无障碍通道$ 这些现象一者反映

了无障碍设施缺乏统一布局 ! 一者也表

明! 相关设计施工缺少残障人士的视角!

难以体现对残障人士的关怀$ 实际上!只

要设身处地到现场走一遭!很容易就能发

现问题所在$

无障碍出租车是打造"无障碍城市%的

组成部分!理当从"无障碍%角度出发!为行

动不便人士提供更好服务$ 这就要将无障

碍出租车当作一种公共产品! 从运营模式

到服务规范上做好"无缝对接%$ 比如在定

价上!政府可从政策补贴入手!适当减轻其

运营成本压力!提高运营单位的积极性$此

外!还应搭建专门叫车服务平台!为相关人

士提供预约服务等便利$

在这方面!杭州无障碍出租车出现过

的运营问题值得关注 $

3#!!

年第八届全

国残运会期间! 杭州投入使用
$#

辆 "英

伦%无障碍出租车!几个月后!这批出租车

却遭遇"水土不服%的尴尬!出现了集体退

车现象$ 据介绍!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对

这款出租车认同度较低!比如很多人认为

这是残障人士专用车!而残障人士又觉得

打电话预约叫车麻烦 (另一方面 !由于这

款车油耗较大! 虽然当地在经营权证费'

营运班费以及油耗上均有所优惠和补贴!

一些出租车司机还是不愿意开这款出租

车$

同一款出租车 ! 杭州曾经面对的问

题!上海也可能碰到$这提醒了一点!虽然

无障碍出租车可以当做普通出租车运营!

但由于车辆自身特点及其先天定位不同!

倘若没有从公共产品的角度出发加以扶

持!很可能出现"叫好不叫座%的现象$

立足于市场需求 ! 上海或不只需要

$#

辆乃至
3##

辆无障碍出租车 ! 这可为

无障碍出租车顺利运营提供坚实的市场

支撑 $ 不过 !从关爱残障人士 '健全城市

无障碍设施的角度出发 ! 也有必要对这

款出租车提供各种政策优惠 $ 面向残障

人士等特殊群体的公共产品是否完善 !

也是考验一座城市公共服务品质的重要

指标$

政策虽好!漏洞不少

!

侯江

养老问题!绝对是道难解的谜题$ 这

道题的求解过程! 又会带出无数大大小

小的问号$ 据媒体报道!南京将创新居家

养老服务方式!其中!"家属照料型%模式

让人感觉很新鲜!子女'儿媳在家照顾卧

床不起的父母公婆! 政府可以给其发每

月三百元至四百元的工资$

这一规定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

细看之下!才发觉!政策虽好!漏洞不少$

比如!政策规定&子女'儿媳在家照顾卧

床不起的父母公婆! 政府可以给其发月

工资$ 但是!通读媒体的报道!也没有看

到对于"在家%二字的详解!是指
3"

小时

在家看护老人呢! 还是每天在家几小时

打理老人的生活* 政府发的这份工资!雇

的是全职工呢!还是兼职工*

据报道! 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与

社会事务处处长周新华介绍! 他们在调

查居家养老时发现! 许多特困家庭老人

的子女是下岗失业人员! 每天起早贪黑

地在外面打工!也就挣个一两千块钱!除

去交通'吃饭等成本!最后实质上没剩多

少$ 而自己年迈的父母一没时间二没人

去照顾服侍$ "为此!我们有了个想法!把

政府购买服务照顾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

钱拿出来!直接,聘用-老人的子女$ 这样

一来!儿女不仅可以尽孝心!还可为自己

增加一定的收入! 实现失能老人家庭养

老与解决子女家庭经济负担双受益的效

果$ #这样看来!政府相关部门完全是出

于好心!三四百元钱!他们觉得连养老带

下岗失业人员的安置这两个问题就都解

决了$ 但实话实说!就算是画饼充饥!这

饼也画得太虚$ 现在的物价!全国不尽相

同$ 但南京的物价大概是处于中等偏上

的水平$ 这莫衷一是的三四百元月工资!

是不是足以让一个全职照顾老人的子女

糊口* 粗略计算一下!在南京这样的省会

城市!三四百元人民币!大概连一个人一

个月的饭钱都不够! 政府怎么能指望有

着如此低下收入的人能够)爱岗敬业#*

当然!政府相关部门也没明确地说!

不是全职在家照顾老人生活的子女就得

不到这份)工资#$ 兴许!子女有工作!能

够把老人的生活照顾到了! 也能领到这

份钱* 若真是这样!公众就不得不担心政

府这笔钱会打了水漂儿! 并且会制造出

大量新的家庭矛盾和纠纷$ 一些有收入

的子女! 很有可能顶着照顾老人的名号

去冒领这三四百块钱给自己的生活锦上

添花$ 老人们是弱势群体!连自己的生活

都照料不了! 怎么对付得了那些有可能

冒出来的既不付出劳动又要得好处的黑

心子女*

政府出钱解决养老问题! 当然是好

事$ 但是!如果这钱花得太没规划'太不

合理'漏洞百出!那么!好事迅速变成坏

事!是可以预期的$

社会热点社会热点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言者有意言者有意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