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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00余字变为7000多
字，从 24 条变为九章 60 条，新
的《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2018
年12月1日起施行。

这部《条例》引人关注之处
在于其明确规定了“已成年且
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赡养人要求
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的，老年
人有权拒绝”，此规定被诸多媒
体解读为“立法禁止啃老”，继
而引发舆论关注。

立法禁止“啃老”
理解有误

新修订的《河北省老年人
权益保障条例》分为总则、家庭
赡养与扶养、社会保障、社会服
务、社会优待、宜居环境、参与
社会发展、法律责任和附则。

记者注意到，对于这部《条
例》的亮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总结为：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
性作用；明确政府和社会养老
责任；优化老龄事业社会环境；
完善社会保障和参与社会发
展；强化法律责任。

“《条例》强化了老年人财
产性权益保护，并明确老年人
有权拒绝被‘啃老’。”河北省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何书堂
说。

基于上述规定和解读，诸
多媒体将此作为新闻标题，“河
北立法禁止啃老”“河北规定强
行啃老将被处罚”等说法频频
出现在媒体中，继而引发争议：

“啃老”现象能不能靠法律规
范？支持者对于这种法治善意
拍手称赞，质疑者却认为对于
更多是道德层面的行为立法禁
止值得商榷。

“对于‘啃老’行为，即成年
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包
括河北在内的多地法规都明确
为‘老年人有权拒绝’，这是赋
予老年人可以‘说不’的权利，
而非是对所有‘啃老’行为的禁
令。如果将其理解为‘地方立
法禁止啃老’就简单笼统了。”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

负责人直言。很显然，目前多
个省份关于老年人有权拒绝被

“啃老”的立法规定，保护了老
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体现了
依法治国的需要，彰显了社会
的公正与公平，但并非对“啃
老”行为的强制一刀切。

强行“啃老”违法，
将被处罚

“河北‘啃老族’或将被拘
留”，新修订的《河北省老年人
权益保障条例》颁布后，有不
少市民的手机里出现这样的
推送，仅看标题难免心头一
惊。

之所以出现这种说法，是
因为《条例》中规定，子女或者
其他亲属窃取、骗取、强行索取
老年人储蓄金、养老金、退休
金、政府补贴、养老服务卡（券）
以及其他财产性权益的，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此看来，子女强行“啃
老”不仅可能会被处以行政拘
留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
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
是，这种法律责任并非《河北省
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的“原
创”，而是基于治安管理的法律
规定。

“赡养老人和‘啃老’行为
都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所涉内
容，拒绝赡养或者扶养老年人、
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对老年
人实施家庭暴力与强行‘啃老’
等行为，都是侵害老年人合法
权益的行为，都适用于治安管
理处罚行为规定。”北京大成石
家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霍继强
告诉记者。

霍继强表示，《河北省老年
人权益保障条例》对老年人财
产的保护，实际上是在民法总
则、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等法律法规基础上的细化，因
此其在法律责任上的规定也没
有突破相关法律，相关规定都
是一致的。

“啃老”立法重在
价值引领

“啃老”现象的发生原因是
深层次的，其中既有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价值观混乱的原因，
也有年轻人就业困难、收入低、
高房价、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等客观问题，加之“啃老”现象
是一种道德层面占更多成分的
社会问题，不宜也不能以立法

“一禁了之”。
有 数 据 显 示 ，国 内 城 市

65%的家庭存在“啃老”现象。
同时，记者梳理发现，“啃老”问
题不仅出现在中国，即使是在
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在子女成年
以后便告终结的西方，也有很
多成年后因经济不景气而和父
母同住的年轻人。

“‘啃老’涉及家庭伦理道
德问题、传统家庭观念和复杂
的现实因素，并且父母对子女

‘啃老’的认知也完全取决于心
理感受以及家庭经济能力，不
可能立法对‘啃老’的标准进行
界定，因此也不能用禁止性的
规定来落实。”河北省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直言，目
前只能对老年人拒绝“啃老”赋
权，而不宜以立法对“啃老”一
刀切。

在霍继强看来，从民法关
系上看，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
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义务；
父母和成年子女的关系是生
活扶助关系。超出这个界限
的索取在法律层面得不到支
持，父母可以拒绝。多地老年
人权益保障条例的相关规定，
实际操作性并不很强，重要意
义在于其释放的法治善意和
价值引领。

“‘ 啃 老 ’问 题 的 解 决 需
要的是社会综合治理，法律
不能违背父母意志和社会伦
理，不宜生硬地介入这个复
杂的家庭问题，只能调整侵
害父母权利的‘啃老’。”霍继
强说。

据法制日报

“啃老”立法重在价值引领

强行“啃老”违法，禁止“啃老”理解有误

这两天，一则“信阳 9 岁男
孩鼻炎发作，奶奶给他吃了这
个，结果昏迷 17 天”的新闻，引
起了众多人的关注。

事件的起因是男孩患上了
严重的过敏性鼻炎，他的奶奶
听说吃苍耳对鼻炎有奇效，所
以就给孩子饮用苍耳粉，坚持
喝了 5 天，后续就出现了腹痛、
意识不清、昏迷等严重情况。

医生说，男孩刚来医院时
病情十分危重：意识丧失、呼吸
衰竭、凝血功能障碍、肝功能异
常、肾功能异常、心肌损伤、大
脑水肿，是非常严重的中毒症
状。

那么，苍耳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致毒
性？下面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
下。

为何食用苍耳会中
毒？

苍耳，也叫耳珰草、粘头
婆，本属野生植物，常见于路
边、荒地或草丛中。苍耳，可以
说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植物，它
的种子可以榨油，在古代苍耳
也经常被当作野菜食用。

中药材中有一种物质叫做
“苍耳子”，它其实就是苍耳干
燥成熟后带总苞的果实。

苍耳虽说属于野生植物，
农村、野地随处可见，甚至还可
以当作药材为人医病，但其本
身确实有毒，苍耳当中所含的
有毒物质叫作“有毒蛋白苍耳
甙”。

苍耳很危险，一旦食用不
对或者过量就容易中毒，轻微
中毒可能会有头晕、头痛、恶心
等症状，严重者可能导致意识
不清、昏迷，甚至脏器衰竭致死
的严重危害。

苍 耳 的 中 毒 剂 量 其 实 很
少，成年人 2 克就可能会致死，
对于孩子的危害会更加严重，
致死剂量会更少。

所以，苍耳本身有毒，虽说
古时有人将其当作野菜（中药）
食用，但处理不对、食用不靠谱

就会带来致命的威胁。

为何古时能吃，现
在吃就会中毒？

古时苍耳的确被当作中草
药用来医病，对于祛风、头痛等
病症有不错的治疗作用。但是

“是药三分毒”，并不能说它是
中草药就没有毒性。

对于苍耳来说，站在公正
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不能吃，但
食用时一定要经过非常繁琐的
处理，这样才能食用，比如将苍
耳的幼苗炸制之后再浸泡，或
者将苍耳的种子炒制之后再研
磨，各种去毒的方法非常繁琐，
家庭操作根本不可能完成，各
位千万不能“自作主张”。

其实，苍耳就和我们熟知
的河豚类似，河豚很美味，但是
有剧毒（河豚毒素），所以食用
河豚必须通过专业的河豚去毒
师将其去毒后才能加工食用。

如何看待苍耳等不
熟悉的植物？

首先，对于这些不认识、不
熟悉、不了解的植物（野菜），请

“坚决不吃”。
一则这些植物不会有什么

特殊的营养。二则您想的（听
说的）和科学并不一样，食用不
对很可能会中毒。

其次，生病了请不要“自作
主张”，请就医诊断治疗，拒绝
乱用药、滥用药，对于成年人该
如此，对于儿童更应如此。无
论是“食品安全”还是“药品安
全”，都应该谨慎对待。

最后，如果饮食（食药）过
后出现头痛、晕厥等严重不适
症状，请立即就医治疗，拒绝耽
误病情，也不要“凭个人见解对
中毒者进行治疗”。

请各位谨记一句话：不了
解的植物（野菜）坚决不吃，没
吃过的坚决不吃，传言中神奇
的物种坚决不吃，把握食品（药
品）安全，请遵循科学。

据新华网

不熟悉、不了解的植物（野菜），请“坚决不吃”

这东西2克可致人死
很多人还用它治鼻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