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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文韬 沙兆华
实习记者 于振宇

“对社会救助进行立法太重要了!我国
社会救助相关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这就好
比大厦的四梁八柱都有了， 单单缺一个房
顶，就是法律。 ”

8月下旬，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
员李江率调研组， 来我省开展社会救助立
法调研。 这表明，自2005年国务院正式启
动草案起草工作后， 已两次列入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计划的社会救助法， 正加快立
法的步伐。

“人情低保”、“关系低保”多
【回放】
岳阳市岳阳楼区吕仙亭街道办事处观

音阁社区居民吴某，2005年在原单位改制
下岗失业后， 申报获批低保， 月保障260
元。但其后除小孩在家读书外，吴某到外地
打工，月均收入约1300元，其丈夫做生意，
月均收入约2000元，家庭总收入已超过低
保标准，却仍享受低保。

今年初， 区社会救助局通过信息比对、
入户调查，发现吴某这一情况。 后经街道、社
区进行公开评议，决定取消吴某低保资格。

【声音】
“该救助的得不到救助，不符合救助条

件的反而得到了救助。 这种现象在我省一
些地方依然不同程度存在。 根本原因还在
于没有相关法律保障， 以致查处和追责均
无法律依据， 影响了社会救助在构建和谐
社会、 实现全面小康中的基础保障作用发
挥。 ”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唐世月说。

2012年， 娄底市娄星区审计部门对全
区城乡的低保金发放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
审计， 发现全区17180户城乡低保户中，有
不符合低保政策的“人情低保”、“关系低
保” 户1041户2021人， 涉及金额275.26万
元。 其中，72户系有车户、29户为多房户。

近年来， 我省以省政府令的形式先后
出台了《湖南省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条例>办法》、《湖南省实施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办法》等文件条例，对最低生活保障和
农村五保供养的对象、审批程序、救助的标

准等作了规范， 但实践中有些问题还需通
过完善立法来解决。唐世月认为，没有社会
救助法的专门授权， 救助机构很难全面调
查到申请救助者的财产与收入状况， 因为
银行、 证券交易机构等均须依照相关法律
为当事人保密，房屋管理、户籍管理机构也
无义务协调提供相应的资讯。 在这种情形
下，就很可能出现漏保、骗保等情况。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规范，目前
对于骗保者的惩处措施主要是停保， 这在
一定程度上滋长了骗保行为的发生。”省民
政厅副厅长唐白玉说。

唐白玉呼吁尽快出台社会救助法，明
确执法主体，对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组织
等在社会救助中的职责作出具体规定。 同
时，进一步完善低保制度的顶层设计。特别
是应提升核查手段， 从上到下建立居民家
庭经济状况核对专业机构， 并赋予核对机
构行政执法和监察执法权， 加大对管理机
关和管理人员违规违法办理低保及申请人
蓄意骗保的处罚力度。 对蓄意骗保对象除
停保外，应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进
行处罚。

精神帮助是社会救助的“短腿”
【回放】
8月14日， 走进麻阳苗族自治县39岁

的残疾人田达文家中， 坐在轮椅里的他见
有客人到来，却是表情冷漠，不愿多说一句
话。

说起儿子 ， 近80岁的老父亲一脸愁
容。 1999年的一场车祸导致儿子双下肢残
疾，媳妇带着孙子离开了家，年迈的父母每
天只能靠着捡拾垃圾养活家。 而田达文本
人自出事以后，就万念俱灰，极度消沉。

了解到田达文家中的困难情况，2011
年，县里为田达文家解决了廉租房、办理了
低保，县残联还送来了轮椅 ，并出资5000
元为他们家进行了无障碍改造。不过，物资
条件的改善， 并没有激发田达文生活的热
情。他每天只愿意看看电视打发时间，不愿
意跟父母交谈，对着康复器材也无动于衷，
甚至不愿意被父母推出门外。

【声音】
“如果我们能以法律的形式，具体化地

界定救助对象及救助种类、救助形式，使不
同类型的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所需的救助，
特别是突破当前救助体系物资援助的范
畴，发挥志愿者、社工等社会力量优势，加
强针对性的社会服务职能，那么，像田达文
这样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社会工作学院院长史铁尔教授
说。

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健全
阶段， 缺乏专门的法律对社会救助定义进
行明确， 导致社会救助定位较低、 内涵模
糊、功能偏窄。 实际上，类似田达文的救助
困境，还普遍存在于许多老年人、妇女、未
成年人、 刑释解教人员等处于特别的人生
困境或其他生活境况的人群身上。 这些人
群的弱势不一定表现为贫穷， 也无法完全
用经济指标衡量。 而目前的低保制度和五
保供养工作更多是以经济收入为标准的基
本生活物资援助， 缺乏困难家庭的综合需
求评估， 促进服务对象走出困境的发展性
社会服务功能严重欠缺， 从而使得服务对
象长期处于被动状态，无法走出困境。

近年来， 我省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保障
水平逐年提高，分散供养标准从2005年供
养方式转变之初的年人均500元提高到现
在的2576元，集中供养标准则已达到5028
元。但不容忽视的是，许多五保户由于家庭
变故、生理缺陷等原因，自卑感很强，精神
状态低迷消极，生活信心不足。这恰是当前
社会救助的“短腿”，重物资帮助，缺乏针对
性的精神帮助。

史铁尔建议，社会救助立法，需要在规
范物资援助的同时， 加强救助体系的社会
服务职能，明确给予精神、心理、文化生活
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像田达文这种情况，如
果能有专门人员对他进行心理疏导， 使他
走出精神困境， 也许他能为自己的生活开
创一片新的蓝天。

“职业”流浪人员“跑站”现象严重
【回放】
8月16日中午， 来自安徽安庆市大官

区花亭路街道的居民徐某来到江永县救助
站，以没钱回家为由要求救助。但救助站工
作人员经全国救助管理系统核实信息时发

现， 此人已在全国各地200多个救助站申
请过救助，最远跑到了黑龙江、广东等地，
以流浪救助名义骗取回家的路费100元至
300元不等。

工作人员依此表示不能给予救助。 徐
某却赖在救助站半天不走。无奈之下，救助
站工作人员通过报110， 在警方的督促下
才使对方离开。

【声音】
自2003年以来，我省累计救助流浪乞讨

人员120万余人次。但同时，流浪人员救助面
临政府救助资源被滥用、“跑站” 现象严重，
流浪乞讨人员来救助单位自愿申请救助与
救助单位主动救助的关系难以把握。

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高景然说，
当前我国的救助管理制度是针对城市非常
住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制度， 主要解决因
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
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人员的临时生活困
难，并使其返回家庭或所在单位。但面临的
问题是， 一部分真正符合条件的流浪人员
不愿意来申请救助，即使来了，也因回到家
乡无生活来源而选择继续乞讨。 如河南商
丘一名姓李的流浪人员在长沙接受救助站
救助后， 却转而将救助站为其提供的火车
票转手卖掉，获得70多元收入，然后继续乞
讨。

来申请救助的反而不少是一些“职业”
流浪人员，目的只是骗点钱、交通费，导致
救助资源被严重浪费。 据省民政厅提供的
数据，像徐某这样“跑站”的流浪人员，仅去
年在全省70多个救助站就达近万人。

“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问题是一个
庞大的社会工程， 一方面需要政府帮助增
强流浪人员的‘造血功能’，从‘根子’上解
决这类人群的贫困问题， 另一方面也要通
过立法加强对流浪人员的救助管理。 ”史铁
尔认为，在当前救助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应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在以政府部门为主的情
况下，引导、教育、组织社会力量和个人参
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提供相关信息,使救
助管理机构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更加及
时、有效。同时，结合治安管理法等法规，加
强对“职业”流浪人员的法律追究。

本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廖欣娅

8月30日，离新学期开学还有两天。 下午2时20分，
罗凤玲和其丈夫赵浩拖着两麻袋蔬菜，在衡阳市南岳
汽车站上了班车，去南岳区龙凤乡龙凤村小学。 下午4
时左右，夫妻俩到了村口，赵浩步行上山到学校取来
自行车，再将菜推到学校。 罗凤玲笑着告诉记者：“快
开学了，到时没时间上街买菜，只好储备两三天菜。 ”

坑洼不平的操坪、斑驳的墙面、陈旧的桌椅，3间
教室、46名学生、2名教师， 这是龙凤村小学的家当。
2010年底， 刚大学毕业的罗凤玲和赵浩来到这里，开
始了他们的教师生涯。 2011年底，两人结为夫妻，开起
了“夫妻店”。

龙凤村是南岳后山一个偏远山村，离南岳镇约50
公里。 龙凤村小学依山而建，海拔1000余米。

“刚来时，住的是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房子，后来
改建了一下，面积稍大些了，分成了卧室和客厅。 ”罗
凤玲带记者参观她的蜗居。 其卧室面积不足6平方米，
一床一桌刚好挤满。 尽管狭小，却整洁温馨，桌上的书
码得整整齐齐，墙上贴着“悠身芝兰地、心怀高远志”
条幅。 屋里唯一两样电器，一是一台旧彩电，一是一只
取暖小电炉。 至于客厅，完全就是杂物间，堆着资料
柜、纸箱、体育器材等。

赵浩说，最不方便的是洗澡和上厕所。 洗澡水靠
柴烧；房间里没厕所，要穿过漆黑的楼道，再下到一楼
的公厕。 晚上，罗凤玲上厕所非常害怕，得由赵浩全程
陪同。

学生们的家大都离学校远，所以他们中午都在学
校吃饭。 罗凤玲说，以前学校只提供米饭，菜都是学生
早上从家里带来的。 到中午，孩子们饿了，就着冷菜把
饭吃了。 看着这场景，罗凤玲有些心酸，她和丈夫商
定，每周双休日，下山为孩子们买菜。

说来容易做来难。 村子附近没有菜市场，罗凤玲
和赵浩只好到南岳镇去买。 周日一大早，他们就往菜
市赶。 要买够一星期的，他们通常会带上两只大麻袋，
装满后足有100公斤，再请菜农帮忙送到汽车站。 下午
2时20分前，他们一定要赶到汽车站，这样才能赶上回
村的唯一的班车。 而最辛苦的，是从村口到学校那段
山路，都是陡坡，两人推着100多公斤菜，每迈一步都
要用上全身力气。 虽然只有1公里多路，但走走歇歇，
要花费近1小时。 去年，学校争取到“爱心午餐”指标，
孩子们在学校吃饭的也多了，小两口的采购任务更重
了。

在龙凤村小学， 罗凤玲和赵浩感受最深的是累。
在别的学校，一个老师最多教两门课。 而在这里，两人
要教两个年级全部课程。

“教学条件差，但教学水平不能落后。 ”这是罗凤
玲给自己定的目标。 为了让孩子们学好，罗凤玲和赵
浩总是结合孩子身边的事物， 来设计教学环节和提
问，并根据孩子的年龄、个性特点因人施教。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丁涛 刘淑珍

【判决结果】
8月30日，汉寿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离婚纠纷案， 一审判决原告郭某与被告李
某离婚， 并由李某返还郭某为抚养非亲生
女而支出的费用1万元，赔偿郭某精神抚慰
金1万元。

【案情回放】
郭某1986年出生，李某1987年出生，

均住汉寿县军山铺镇。 两人于2010年6月
28日登记结婚，次年6月20日生女郭某某。
同年7月，在给郭某某治病过程中，郭某发

现郭某某非亲生，后经亲子鉴定，排除郭某
与郭某某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系。 郭某诉
之法院要求与李某离婚， 并要求李某赔偿
其因抚养非亲生女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及精
神损失共计5万元。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法官刘淑珍介绍，《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
相忠实，互相尊重”。 李某在与郭某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与第三人生育子女的行为，对夫
妻感情造成巨大伤害，故对郭某要求离婚的
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郭某与郭某某之间无血
缘关系， 对郭某某不负有法律上的抚养义
务。 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抚养了非亲生女
郭某某，提出要求李某赔偿其财产损失和精
神损失， 可见其抚养行为违背其真实意思，
是无效的民事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第61条第一款“民事行为被确认

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
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害的一方”的规定，李某
应赔偿郭某用于抚养郭某某所开支的合理
费用。 李某严重伤害了郭某感情，故对郭某
要求精神赔偿的请求予以支持。

【温馨提示】
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诚， 共同呵护夫

妻感情 ，履行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的承
诺，避免伤了对方，伤了孩子。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王赞谊）“君子贵人贱己，先人而后己……”
近日， 长沙市雨花区卫生系统及区民营企
业、餐饮单位代表200多人一起诵读《礼记·
坊记》，并将筹集的善款现场交付，以实际
行动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本次“道德讲堂”活动以“助人为乐”为
主题，通过大家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凡人
善举，洗涤净化干部群众的心灵。 不久前，
雨花区卫生监督所邹容的儿子梁垒被查出
急性非淋巴细胞M4型白血病。 这是一种需
要多次化疗、 骨髓移植或脐带血干细胞移
植的疾病，首笔住院费用已达10万元。 后期
各项昂贵费用，仅靠邹容与其丈夫梁骏（长
沙阀门厂电焊工）的微薄收入远远不够。 得
知情况后， 该区卫生系统及餐饮单位等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解囊， 短短一周的时
间就筹集善款72907元，并在此次“道德讲
堂”活动上将爱心款项交到了邹容手中。

9月2日，隆回县
三阁司镇中学学生
在收看中央电视台
播放的以“乘着梦想
的翅膀 ” 为主题的
《开学第一课》。

曾勇 摄

以案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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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故事社会救助立法亟待破冰

妻子婚内与他人生子

丈夫要求离婚赔偿获支持

“道德讲堂”筹款救病人

山村小学“夫妻店”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薛敏 刘
全）记者今日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获悉，该机场8月旅
客吞吐量达155.1万人次，创该机场通航以来单月客流
最高纪录。 这也是中部6省同类机场中，单月客流量最
高的机场。

黄花机场8月客流量
超155万人次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进入
9月，三湘大地全面告别高温酷暑。 省气象台预计，2日
晚起，又有一股冷空气携降温降雨造访湖南，此次过程
全省降温幅度可达6至8摄氏度。

高温离场，冷空气不时来袭，灰色的天空下，省会
长沙有了秋的意味。 省气象台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预计9月3日至5日，受地面冷空气影响，全省有一次较
明显的降温、降水天气过程，湘西北、湘西局部有暴雨；
6日至7日，副高西伸加强，省内自东向西天气逐渐转
好。气象专家提醒，湘西、湘西北相关部门及公众，应注
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和滑坡、 泥石流等
次生地质灾害；此次过程全省降温幅度可达6至8摄氏
度，大家要注意适当保暖，以防感冒。

冷空气再度造访
过程降温可达6至8摄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