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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操心父母、操心子女的70后们 你们的养老问题谁在操心?
打开日历，2018年已经走过了70%。
第一批00后，已经上大学了。
第一批90后，已经开始养生了。
第一批80后，即将迈入38岁了…….
第一批70后，也许需要考虑自己
的养老问题了。

“27年前18个人养1人；17
年前10人养1人；2017年，3人养
1人；2050年，1.3人养1人……中
国人养老现实日益严峻。养老金
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全国老
龄办曾公布过一组数据，引发社会
舆论的广泛关注。70后有可能成
为养老最无奈的一代人？

据全国老龄办数据显示，截
至2017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41亿，占总
人口的17.3%，预计到2050年前
后，全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将达到
4.87亿的峰值。我国老年化情
况愈加严重，同时具有“未富先
老”、“未备先老”的特点。

2017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
口为15831万人，近十年65岁及
以上人口逐年增加，人口红利逐
渐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
着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即将到来

和创造价值的劳动力减少。因
此，养老问题的严重性和必要性
浮出水面，上述疑虑代表了相当
多70后所面临的养老现实。

可能对于80后、90后来说，他
们觉得自己来日方长，但是70后
不同，这一群体年龄目前大约在38
岁至48岁之间，上有已经老去的
父母，他们需要我们照料。而且，
生病的时候，更需要我们陪伴在身
边。而下面的孩子，有的，还在求
学，还没有成家立业，还需要我们
为他们分神费力。这些问题，摆在
我们这批70后面前，这样的日子，
肯定不是那么好受。

网上广泛流传一种观点，长
期被互联网忽视的群体——70后，
极可能成为养老最无奈的一代。
因为从年龄上看，70后是延迟退休
率先受到冲击的一代；从就业来
看，70后已经算是企业中的元老级
人物，离职后一般找不到工作，所
以现在也难觅养老钱；同样，对于
70后来说，养儿防老也指望不上，
年愈40能不能生育还是问题，就
算能生，还要养娃，甚至退休后还
不得安生，这不是养儿防老，是养

儿拖累老人了。
没赶上分配工作，没赶上福

利分房，没赶上二胎政策，却赶
上了延迟退休，正处在上有渐渐
老去的父母，下有教育花销巨大
子女的“家庭顶梁柱“——70后
们，的确到了尽快考虑自己养老
问题的时候了。
70后该如何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
第一，孩子养老：

大多数的家庭都有一个孩
子，等 70后步入老年，就算孩子
有孝心，也无法兼顾四位老人甚
至更多；要是孩子外出打工创
业，他们一旦出现个小病小灾，
另一半可以兼照顾着，要是患上
重病了，另一半也只能硬扛着。

70后，他们都在想办法去让
自己的孩子减少负担，不愿意让
孩子为他们担心，只要自己的生
活过得安稳，过得舒适足矣。可
惜自己已经成了“空巢老人”。
第二，保姆养老：

对于他们来说，请保姆有点
不现实，除非家境优越的除外。
请一次的保姆费用过高，家庭的
经济的条件无法承担的起。

要是请个保姆，多半保姆费
用是由自己孩子承担，但自己能
忍受孩子过贫穷日子吗？
第三，养老院养老：

养老院养老也是未来的趋
势，那里会有很多老人聚集于
此，但是床位数、护工数等基本
综合养老能力会有所欠缺，而养
老的个体差异需求会产生无法
满足的现象......
未雨绸缪，为时未晚？

以上就是70后现在所困惑的
养老问题，或许20年后，这些问题
可以得到解决。但是现在对于这
代人从自己的经验里明白，未来养
老不可能靠子女，不可能靠政府，
养老，真的必须靠自己！

70后，必须尽早开始谋划养
老保障了。

下面我们将以日前在京东
金融APP财富平台首批上线的两
只养老目标基金——中欧预见
养老2035和泰达宏利泰和平衡
养老目标两只基金，为例，为大
家推荐一款合适70后人群投资
养老型基金。

9月10日，首批两只养老目

标基金——中欧预见养老2035
和泰达宏利泰和平衡养老目标
两只基金，正式在京东金融基金
养老专区发售。目前，用户登录
京东金融APP-【财富频道】，点击
【基金】栏目，根据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即可选购养老目标基金。

中欧预见养老2035三年FOF
为目标日期基金，是一种权益资
产比例动态调整的封闭期3年的
FOF产品。名称中“2035”，说白
了，这批产品是为70后设计的，
也就是目前43岁左右的70后。
如果不考虑延迟退休，1975年出
生的朋友们将在2035年前后退
休，现在买养老FOF，刚刚好。

为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
不同风险偏好，本次上线的另一
款泰达宏利泰和平衡养老目标
三年FOF，为中等风险水平基金
产品。除了中欧、泰达宏利，其
余12只获批的养老基金产品也
将第一时间在京东金融APP-【财
富频道】-【基金】栏目上线。届
时，用户根据自身年龄、预期寿
命、风险承受能力等特征，可以
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海外资金加仓
A股长期配置价值渐显

A股持续低位徘徊，国内投资
人的情绪也随之低迷，成交量不断
收缩，与此同时海外资金这些“聪
明钱”却可能在逐步增加A股仓

位，如何理解这一现状？上投摩根
基金表示，9月1日，A股纳入MSCI
新兴市场指数进入第二阶段，其纳
入因子从6月初步纳入的2.5%提

高至5%，另外还有10只A股将以
5%的纳入因子新加入，使得纳入
MSCI的A股增加至236只，合计占
MSCI 新 兴 市 场 指 数 权 重 的

0.75%。纳入MSCI是A股走向国际
的重要一步，有着长远影响，因此
国内投资者应密切关注海外资金
的动向。 广告 投资有风险

青年报记者 陆安怡

本报讯 到了中午10点半左右，
在岭南路上经营餐饮店的俞迎春，就
会带上七、八份餐盒，骑着电动车到
附近社区，为孤寡老人送去免费午
餐。这一爱心举动，他已经坚持了4
年，风雨无阻。由此，青年报联合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为他颁发正能量
证书和一万元奖金，并且联合打造

“待用午餐”公益模式的实验示范点，
关爱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连续四年为社区困难老人送餐
俞迎春在岭南路上经营餐饮店

已经18年了。4年前，一位老人饿死
家中的消息令他心头一震。于是，他
向居委会提出，开始尝试为社区的困
难老人免费送餐。而且他每月都会
和居委会协商最新的老人名单，帮助
最需要帮助的老人。

由此，他一直坚持至今。他将每
天10点半到11点多定为送餐时间，
风雨无阻。有一次送餐遇到暴雨，小
区里“水漫金山”，他浑身上下都被淋
透了。俞迎春表示，其实为老人送餐
不光是解决饮食问题，“他们还喜欢
和我聊天，有的老人说，多聊聊心情
也舒畅了。”

“我希望将好事做到底。”即使店
里遇到二、三月淡季，出现亏本状态，
俞迎春也不会因此停下送餐的步伐，

“这件事要持续做下去，不能受盈亏
影响。”

俞迎春透露说，一个月送餐的开
销为2500元到3000元，再加上一年
几次的聚餐，这4年累计起来约有20
万元。“虽然我做的是小本生意，并非
大富之家，但只要店还开一天，就会
将此善举一直做下去。”

他觉得自己这是有针对性地帮
助困难老人，做力所能及的事。“我希
望自己年纪大了、做不动了，也有人
来给我来送餐。有人也许觉得这是
亏本生意，没任何补贴。我不管外面
评价如何，我就把本分工作做好，多
帮一个人算一个。”

颁发正能量奖励助力善举
这样的爱心送餐模式不仅得到

了老人们的肯定，在俞迎春的店里挂
满锦旗，还受到了很多网友和读者的
点赞。

他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网友和读
者，也得到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
益平台的关注。9月13日，该公益平
台工作人员表示，将用奖励的方式为
俞迎春的公益行动助力。本报将联
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为俞迎春颁
发万元正能量奖金和证书。

天天正能量在给俞迎春的颁奖
词中这样写道：“腿脚不便，一人独
居，常常被一口热饭难住的老人们，
仿若遭遇着生命的寒冬。非亲非故，
免费送餐，一个陌生餐馆老板的不
忍，换来独居老人晚年的四季如春。
一段段送餐路，一走四年多，架起人
与人之间情感的桥梁。一份饭菜，日
常探视，看似简单，却搭起老人温饱
和安全的屏障。这份温情和体贴，暖
了老人们的心，也打动了旁观的我
们。青年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奖励俞迎春一万元公益金，愿他
的这份公益之心，能够带动更多的市
民加入到爱心行列，也助力他的公益
行动，惠及更多的‘空巢老人’。”

联合打造“待用午餐”公益示范点
受到这样的肯定，俞迎春表示，

感谢主办单位的关心和鼓励。“其实
我不想出名，只想做好这方面服务，
能够让小区里的困难老人，吃上一顿
热乎乎的饭，我就感到非常开心和幸
福。”

如何让这笔公益奖金产生更大
的价值？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
爱“空巢老人”的行动中？本报记者、
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俞迎春一起商
量了这笔奖金的用途：一部分奖金将
用于在店里发起“待用午餐”的公益
行动。即顾客在店里买一份午餐，天
天正能量就配捐一份午餐，每天捐
10份，坚持30天。捐出的免费午餐
将由俞迎春送到有需要的老人家

中。顾客自己也可以“买一捐一”做
公益，把买单的另一份午餐挂在餐厅
的爱心墙上，餐厅会邀请有需要的老
人、环卫工等群体拿走“免费午餐”。

另一部分奖金则用于组织“空巢
老人团圆饭”。俞迎春往年都会邀请
空巢老人来店里吃团圆饭。今年他
打算继续，用这笔奖金，组织一个“团
圆饭专场”。

如果你也愿意参与“待用午餐”
的公益行动，欢迎你到俞迎春的爱心
餐厅一起助力吧！

“希望更多饭店经营者能够加入
这项公益事业的行列。”俞迎春说，

“假如上海有一千家饭店参与，就能
覆盖到一万位老人，希望我的爱心模
式可以带动更多人。”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记者从市
卫生计生委昨天举办的新闻通气会
上获悉，对标世界最高标准、一流诊
治能力，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
科已建成集临床诊治与基础研究为
一体的复旦肿瘤肺癌微创诊治体系，
在全球引领建立肺癌诊治“上海标
准”，掌握国际话语权。

如今，肿瘤医院胸外科团队每年
肺癌手术量达到2千例，年门诊量超过
5万人次，辐射圈从华东六省一市逐渐
扩展至华中地区，治疗效果已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依据国内外指南，肺癌
患者术前应做包括胸部CT，支气管镜，
头颅MRI，骨扫描等检查，以明确肿瘤
的大小，位置，性质及分期。这些检查
策略的制定主要是基于中期和中晚期
肺癌患者的数据；这些检查，既消耗医
疗资源又造成患者身心创伤。

团队基于大数据临床研究后发
现，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发生骨转
移的比例不到1%，应该有选择地进
行检查。团队为此划定了一个标准：
患病年龄轻、有临床症状、术前血清
CEA含量明显升高的患者需接受骨
扫描检查，其余患者可以免于该项检
查。而经CT诊断为早期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若肿块中包含磨玻璃成分且
支气管镜检查后没有异常，这批患者
术前就没有必要接受支气管镜检查。

对于这一术前检查的“瘦身”和
“改良”，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陈海泉
教授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仅肿瘤医院
胸外科一年，有近700例早期肺癌患
者省去了支气管镜（800元/人）和骨
扫描（1000元/人）检查，直接减少检
查费用近126万元，节约患者术前住
院时间超过700人/日。

该研究成果自2012年起已在全
国20余家大型三甲医院开展，每年
受益患者逾万人。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为爱心店主颁发正能量证书和奖金

打造“待用午餐”公益模式示范点

俞迎春正在打包免费午餐。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摄

复旦肿瘤引领建立
肺癌诊治上海标准

免费为老送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