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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出生的陈某英育有
四个子女。自 2017 年 7 月起，陈
某英入住梅州市蕉岭县幸福养
老中心，每月养托费为 2000 元，
分别由四个子女每人每年各承担
三个月共6000元。陈某英与次子
林某民因赡养费问题产生纠纷，
起诉到蕉岭法院，要求次子林某
民承担 2021 年赡养费 6000 元并
支付三个月的生活费15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年事
已高，丧失劳动能力，缺乏经济来
源，被告作为原告儿子，应承担赡养
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赡养费符
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告另主
张每月500元的生活费理由不充分，

不予支持，依法判决林某民负担陈
某英每年三个月的赡养费6000元，
驳回陈某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 官 表 示 ，除 了 居 家 养 老
外，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居住、生
活，也是一种重要的养老方式。
倘若子女无法亲自照料，可以按
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养老机构
照料，但应承担相应的养老费
用。同时，精神赡养和物质赡养
同样重要，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即使老年人
在养老机构生活，子女也不能当

“甩手掌柜”，应当经常看望、问
候、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让老年
人安度晚年。

今年 80 岁的梁大爷住
在广州市海珠区，他和妻子
李某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梁
某自外出就学后就与家庭联
系甚少，平时不回家看望父
母，也不电话联系，更不会给
老人生活费。

梁大爷说，自己与妻子
退 休 后 与女儿 一起生活 ，
2015 年开始夫妻二人先后
因中风引发多种疾病，需长
期服药和专人护理。生病
后，一直由女儿承担全部费
用。2019年 10月，梁大爷的
妻子病重，女儿在公司附近
租房安置梁大爷，并聘请保

姆照顾。
“尽管儿子对我们感情

冷淡，我们夫妻二人仍出资
给儿子在芳村购置房屋，并
为 儿子找 到 稳定 的 工作 。
但儿子对我们的养育无一
丝感恩之心，对父母不仅不
闻不问、没有帮扶照顾，甚
至在其母亲病危之际也找
借口不到医院探望，离世时
和追悼会也没有到场。”梁
大爷说，儿子曾是广州一家
企业的中层人员，月收入超
过 3 万元，其有赡养能力却
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违
反了法律规定，为此，他起

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儿
子支付赡养费并判决儿子
每月探视他一次。

他的儿子在法庭上承认
对家人的照顾不够，不够孝
顺，存在过错。

广州中院二审后判决梁
某自 2020 年 7 月 14 日起每
月 5日前向梁大爷给付赡养
费 4000 元，直至梁大爷去
世。此外，梁某还被判决向
梁大爷给付 2020 年 7 月 14
日至 2020年 12月 15日期间
的住院医疗费、护理费等自
费部分2.3万余元，并每月看
望梁大爷一次。

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
网发现，近年来，每年都有
老人起诉儿女要求定期看望
的案件。仅今年以来该网公
开的裁判文书中，广东就至
少有四宗案件中的老人起诉
子女要求定期看望。

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十八条规定：“家庭成员
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
求 ，不 得 忽 视 、冷 落 老 年
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
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
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
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在今年广东法院判决的
案件中，梅州市五华县89岁
高龄的魏某某，无劳动能
力，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
期有人护理，且没有经济来
源，她起诉三个儿子要求支
付赡养费、护理费并每月探
望三次。

而家住广州市越秀区的
90岁老人陈某向法院起诉，
要求三个子女探视她的时
间由每周一次变更为各人

每隔三天探望一次等。不
过，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在今
年 2 月作出的一审判决中，
没有支持她的这一看望诉
求。法院认为，三被告（即
三子女）现已年事已高，各
有家庭需要照顾，因此该院
于前几年作出的原生效判
决设定三被告每周各探望
陈某一次，已是合理的安
排，陈某在没有提供其他证
据的情况下要求调整探望
时间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接
纳。

今年以来，广东至少有四宗老人起诉
子女要求定期看望的案件

广东人重阳节有买烤乳猪和
烧鹅的传统，烧腊对于广州人来
说，也是偶尔要尝一尝的家常美
味。重阳节临近，羊城晚报记者
走访越秀区、荔湾区等地，发现不
少烧腊店都十分兴旺。

据悉，以前生活条件不好的
时候，普通家庭只能在逢年过节，

或者家中有喜才能买上一份烧腊
回家。尤其是重阳节、农历新年
之时，街上的烧腊档口都排着队，
大家都喜滋滋地等着“斩料”回家
吃团圆饭。如果碰上大场合，乳
猪必定会登场。如今，生活条件
虽大大改善，但这项往日生活中
的传统仍然得到了保留。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
讯员粤仁宣报道：10 月 13 日，

“南粤家政暖重阳”活动在广州
市荔湾区东漖街“南粤家政”基层
服务示范站举行。来自美国、英
国、日本等8个国家的外国专家，
走进家政基层服务站，亲身体验
和感受中国重阳节尊老敬老。

外国专家一行在荔湾区东
漖街道羊城家政服务站先后参
观了家政服务大数据平台、智慧
养老体验中心、适老为老产品展

示区等，并亲身体验了居家收
纳、中医理疗、养生食疗等项目，
切实感受“南粤家政”工程对普
通家庭带来的新变化，对社区服
务带来的新活力。

“我希望以后能在粤港澳大
湾 区 养 老 ，这 里 的 服 务 太 棒
了！”“南粤家政工程作为一项
民生工程，对改善大湾区的就
业、生活环境起到非常积极的作
用。”参观中，外国专家们对政
府大数据监控平台、一体化体检

机、智能化护理床等新技术印象
深刻，纷纷为南粤家政工程点
赞。

“‘南粤家政’就是要让群
众用得更安心，更放心。”广东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
荼，非常欢迎世界各地的人才
来湾区就业创业，‘南粤家政’
工程也将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才提供更加便利、舒心的生活
服务。”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璐瑶，通
讯员岳振华、李涛涛报道：10 月
13日下午，今年第 18号台风“圆
规”正式登陆海南，影响广东多
地。记者了解到，为做好防台防
汛工作，湛江、阳江等地边检口岸
提前启动防台风预案，全体民警
严阵以待，快速为出入境（港）船
舶办好边检手续，帮助船舶移泊
避风。

10月 12日-13日，台风登陆
前，珠海边检总站湛江边检站便
迅速启动防台风预案，采取多项
措施做好口岸防台防汛工作。连
日来，湛江边检站通过电话告知、
微信群发布预警信息等形式，及
时向停靠在码头的中外籍船舶预
报台风进展情况，并顺利为所有
在港外籍船舶办理好出入境（港）
边检手续，保障其安全移泊至风
力较小的锚地码头避风。

同时，该站还采取港口码头
巡逻和电子监控巡查的形式，24

小时紧盯码头一线动态，及时排查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体民警严阵
以待，确保码头一线安全稳定。

在阳江口岸，为最大限度减
少阳江港港区船舶风险，10月12
日，珠海边检总站阳江边检站严
格按照防汛防台工作部署要求，
及时为在港的两艘外轮办理移泊
避风手续。

此外，为做好移泊船舶监管，
该站值班民警严格落实 24 小时
值班备勤制度，充分利用海港综
合管理系统、船讯网、船队在线等

“线上”平台，逐一对避台船舶进
行轨迹核查。在督促避台船舶及
时抵达指定锚位的同时，严防非
法出境入境、非法搭靠、擅自上下
外轮等情况的发生。

该站执勤民警还加大口岸巡
查检查力度，会同口岸企业开展
口岸安全隐患排查，督促、协助码
头企业做好码头前沿设备加固工
作，全力确保港口码头安全稳定。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报
道：10 月 13日，记者从广州市林
业和园林局获悉，受第18号台风

“圆规”影响，广州市重阳节群众
登高点全部暂时关闭。

据悉，目前广州的部分登高
点已出现树木倾斜、倒伏、断枝等
情况，道路受阻，不利于群众进行

登高活动。广州市三防总指挥部
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根据应急响
应要求，公园景点停止营业，疏散
游客，停止室外大型活动。为防
止台风带来的次生灾害影响，切
实保护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广州市重阳节群众登高点全部暂
时关闭，恢复开放另行通知。

“常回家看看”入法实施八年
不少子女仍没能“常回家看看”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含饴弄孙、儿孙满堂，这是我国传统中老人的

幸福模样。但对不少老人来说，他们为了让子女
能“常回家看看”，不得不对簿公堂。

自从“常回家看看”条款写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于2013年7月1日实施
以来，八年里，每年依然有很多子女因没能“常回
家看看”而被老人告上法庭。仅今年以来，广东
多地法院就判决了一批这类案件。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通
讯员莫冠婷、程丽红报道：根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广东
省 60 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
1556.51 万人，占比 12.35%。预
计到 2025 年年底，广东户籍人
口老龄化占比将突破 17%，到
2030 年将突破 20%，正式进入
中度老龄化社会。如何让所有
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晚年？记者近日从广东民政部
门了解到，广东正在探索构建

“兜底供养、普惠供给、多元保
障”三位一体的基本养老服务供
给格局。

据统计，目前全省共有注册
登记养老机构 1929 家，养老床
位 46.86 万张，共建有城乡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逾2万个，累计为
近 2 万户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
适老化改造，设立超过 1.6 万张
家庭养老床位。

广东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
表示，“十四五”期间，广东民政

系统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广覆
盖、保基本、普惠性、均等化、可
持续”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逐
步形成兜底供养有保障、普惠养
老能满足、中高端市场可选择的
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到
2025 年年底，确保实现养老机
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55%以
上，乡镇（街道）范围具备综合功
能的养老服务机构覆盖率达到
60%，养老服务人员培训数量达
到20万人次等目标。

八旬大爷起诉儿子要求每月看望一次

【

】

现
状

个
案

每年都有老人起诉要求儿女定期看望

今年 68 岁的汕头人叶
某某今年2月向汕头市濠江
区法院起诉称，他已年近七
旬，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
经济上和精神上均需子女
照料。但三个子女近年来
对他的生活不闻不问，不履
行赡养义务，为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他向法院起诉子女
支付赡养费并每人在每年
春节期间各探望他一次。

他的三个子女一致表

示，父亲好吃懒做，经常家
暴妻儿，从未对子女履行抚
养义务。

今年 4 月，汕头市濠江
区法院一审判决叶某某的三
个子女支付赡养费，并应于
每年农历春节假期期间前往
叶某某的住处探望一次。

关于探望的问题，法官
在判决中介绍，子女应当尊
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履
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

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
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
不称职”也不是子女能够不
赡养的理由。赡养老人是
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被赡
养人的过错及赡养人的经
济状况而免除。同时，希望
叶某某加强与子女的交流
沟通，妥善处理好与子女的
关系，争取重建良好的家庭
关系，以享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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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称职”不是子女不看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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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荣与陈某云夫妇共生
有五女一子，二人与儿子王某志
共同生活。2019 年，梅州兴宁市
石马镇政府根据上级要求实施
拆旧复垦工作，王某荣可以获得
80 多万元的拆旧复垦补偿款。
后王某荣夫妻与子女就补偿款
的分配问题产生矛盾，五个女儿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这笔
补偿款。不久，王某荣与陈某云
亦分别向兴宁法院提起赡养之
诉，要求五个女儿支付赡养费。

法庭上，女儿王某香、王某
英认为王某荣夫妇未尽好教育、
抚养义务，致使其童年悲惨，早
早辍学；且比起经济困难的自己
而言，现夫妇二人有房产和存
款，经济富余，要求支付赡养费
的请求不合理。

兴宁市法院审理后认为，被
告是由原告所生育并抚养长大，
虽然被告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但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被告
能够健康成长已属不易，原告完

成了抚养子女的义务。现原告
已 70 多岁，属于无劳动能力的
人，被告依法有承担父母晚年生
活费的义务。虽然原告可以获
得 80 多 万 元 的 拆 旧 复 垦 补 偿
款，但该款项究竟应如何分配尚
存在纠纷，且未实际发放，作为
子女的被告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
行赡养义务。另外，由于原告患
有老年人常有的高血压、心脏病
等慢性疾病，就算取得补偿款，也
应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不能
据此就认为原告具有生活能力，
不需要赡养。法院判决被告向
原告支付赡养费。

该案法官表示，子女赡养父
母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能以任
何理由和借口拒绝履行赡养义
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
条规定：“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
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
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
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赡
养费等权利。”

纵使父母经济富裕
赡养义务也不能免除

老人即使住在养老中心
子女也不能当“甩手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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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加快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到2025年实现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超55%

外国专家点赞“南粤家政”

“希望以后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养老”

边检民警24小时值班
快速助船舶移泊避风

湛江

阳江

广州重阳节群众登高点暂时关闭

重阳广州街坊选购烧腊忙
文/羊城晚报记者 秦臻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重阳节将至，档口师傅帮助前来选购的市民处理烧腊

漫画/陈春鸣

羊城晚报讯 记者付怡、通讯
员粤应宣报道：记者从广东省应
急管理厅获悉，今年第 18 号台
风“圆规”已于 10 月 13 日 15 时
40分在海南琼海市沿海登陆，登
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2 级。
预计，“圆规”将以 25 公里左右
的时速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
渐减弱，穿过海南岛，13 日半夜
前后移入北部湾，以后趋向越南
北部。

预计，受台风“圆规”和冷空
气共同影响，13日-14日，粤东、
珠三角南部、粤西市县自东向西
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5
日，广东省风雨减弱。

省三防办、省应急管理厅维持
防风Ⅳ级应急响应，实时紧盯风雨
发展动态，加强对汕尾、珠海、湛江、
茂名等受影响严重地区的调度，印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台风影响期间
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地按照省防总统一部署全
力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珠海全市
3903 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615
名渔排养殖人员全部上岸避险，
滨海景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全部
关闭，全市 2035 个工地停工，转
移施工人员 63751 人，转移临险
人员 7008 人，加强港珠澳大桥
防风管控，禁止重阳登山。惠州
全 市 5790 艘 渔 船 全 部 回 港 避

风，639 名渔排养殖人员全部上
岸避险，115 名海上风电平台施
工人员全部安全撤离，海上旅游
项目全部停业，提前安全转移受
威胁群众 456人。东莞市 201艘
海洋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上岸渔
民 828 人，停工工地 42 个，转移
638 人。江门全市停运 164 班客
运班次，减开公交线路381班次，
停运 71个港口码头和 29个渡口
渡船，处置两起船只故障，成功救
助 19 名遇险船员。阳江市 5 个
县区的幼儿园、中小学停课。湛
江全市 8071 艘有证渔船、20820
艘“三无”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渔
排人员 2348 人全部上岸避险。
茂名市 2809 艘渔船全部在港避
风，全市渔排作业人员 257 人全
部上岸。肇庆市组织 1399 艘渔
船全部回港避风，渔民全部上岸，
提前转移危险区域人员53人。云
浮市共转移人员820人，共有589
艘渔船靠岸避风。

广州、深圳、汕头、韶关、梅
州、潮州等市按照省防总统一部
署，继续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省三防办、省应急管理厅介
绍，将充分估计台风带来的大风
大浪和强降雨的影响，继续做好
台风“圆规”的防御工作，加强研
判，坚持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
率事件，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圆规”13日下午登陆海南
15日广东风雨将减弱

（上接 A1）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

年来的每次交往都记忆犹新。我
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
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促进了德中
关系和欧中合作的良好发展。我
任德国总理期间，中国实现了快
速发展，国力今非昔比，并且展现
出巨大潜力。我一贯主张，欧盟
应独立自主地发展同中国的关
系，双方可以就彼此存在差异和

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流，相信
欧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复杂因素
继续发展。德方赞赏中方为应对
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作
努力，愿同中方共同办好庆祝德
中建交50周年活动，继续加强双
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
挑战。我将继续为促进德中、欧
中理解与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