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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双下肢残疾的四川北川
人王顺忠，看着一头头母猪拉进新建
的养猪场内，他忙前忙后却一脸笑容。

10年前，北川残联给了王顺忠
4000元帮扶资金，王顺忠用这笔钱
购买了 4 头母猪，从此开始了他的
养殖之路。10 年的努力发展，他现
在投资近千万，在北川擂鼓镇新建
专业化的环保养猪场。

这几天他的生态养猪场正在拉
送母猪进场，母猪规模将达到1400
多头，年产猪仔达3万多头。从个人
养猪规模来看，王顺忠在北川已经
是首屈一指。

帮扶4000元
他买4头母猪发展养殖
第一年就赚了几万元

王顺忠是北川擂鼓镇河道村
人，今年刚好50岁。1997年，对于当
年30岁的王顺忠来说，遭遇了人生
的第一个难关。那一年，他在河南挖
煤，结果出了事故，导致他双下肢截
肢。当年，他获赔了4 万元，但除去
治疗费等一系列费用后，回到老家
时，只剩下不到一万元。

虽然安装了假肢，自身行走没
有问题，但从此再也不能干体力活
了。那时，他儿子仅有几岁，妻子也
在务农，王顺忠作为家中的顶梁柱，
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不过，他并没有
放弃自己的人生，开始寻找自己的
另一条人生道路。

“利用剩下的赔偿款，我最开始
在镇上开副食店，养家糊口没有了
问题。到了 2002 年，我开始在镇上
榨菜籽油，那几年行情也好，三四年
时间赚了10多万元。”王顺忠介绍，
有了十余万本钱后，他又将目光瞄
向了养殖市场。

12 日，谈起自己的经历，王顺
忠称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因为接
下来的投入，将他辛苦几年的积累
全部化为了乌有。2006年至2007年
两年时间，王顺忠在另外的乡镇养
殖猪、牛，结果由于自己不懂技术、
防疫等等，猪、牛生病，全部亏损完。
2008年地震后，他原本就简易的圈
舍也倒塌了。

2009年初，北川残联了解到王
顺忠的情况后，给他送来了4000元
帮扶资金。这一天，王顺忠至今难忘。
他随后将圈舍简单进行了修葺，然后
拿着4000元钱买回了4头母猪，还欠
下200元。第一年，他就卖了6、70头
生猪，赚了几万元。2011年，他买回了
65头母猪，卖了近千头生猪。

卖房买猪
防疫、保健、配饲料
他和妻子都成了“技术员”

一年卖近千头生猪，王顺忠在
北川养殖业内渐渐崭露头角。时任
分管副县长也到王顺忠的养猪场现
场调研，并帮他争取到了60间板房。

这时，北川残联再次给王顺忠
送来了温暖，不仅帮他找人设计圈
舍，还通过牵线搭桥帮助王顺忠贷
款，同时，再次给王顺忠争取到了2
万元项目资金。

“2012年时，养猪场就已经规模
化了，还购置了产房设备、空调、水
冷等一系列养猪所需的设备，而我
也欠账109万元。”王顺忠说，这时，
他又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以64万
元的价格卖掉了震后在镇上修建的
房屋，再次购买母猪，那一年，他养
殖的母猪就已经达到了170多头。

其实，卖房买母猪的决定，当时
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不仅有亲朋
好友，还包括多次帮助他的残联领
导，都劝他慎重，因为卖掉唯一的房
屋，一旦失败，一家人将无家可归，
但王顺忠毅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这么多年下来，妻子确实给了
太大的支持。那几年，因为养的猪越

来越多，需要的饲料也越来越多，饲
料公司就会组织我们培训，给我们
讲解如何配制饲料、如何防疫、如何
保健等等技术，我和妻子都要去
听。”王顺忠说，后来，他和妻子进行
了分工，妻子进行防疫、卫生，他负
责母猪保健、产房保健、饲料配置等
工作，“我还要负责给母猪输液，输
维生素等，那个技术，现在很多专业
人士肯定都没有我熟练。”

奋斗十年
年产猪仔将达3万多头
规模北川首屈一指

规模化的养殖，原本应该给王
顺忠带来更大的收获，但命运又一
次跟他开了玩笑。2014 年，生猪养
殖行业行情低，猪几乎难以卖出好
价钱，要卖只能亏损。这时，王顺忠
购买饲料就只能欠账。

2015 年，生猪价格持续上涨，
王顺忠迎来了自己的春天。2016年
3 月，王顺忠盘算了一下自己的资
产，还完了100多万元的欠账，但仍
有以前那么多猪，而且账户上还有
200多万元存款。

由于环保的要求，王顺忠以前的
圈舍已经不能达到要求，北川残联再
次帮了王顺忠大忙，帮他重新选址，
这一次，选在了他的老家擂鼓镇。

“老场地卖了180多万，还将以
前的猪也卖了，共积累到了 670 多
万，这时我选择了和饲料公司合作，
由他们来设计修建现代化的母猪场，
规模是养殖1500头。”王顺忠说，场
地从 2016 年国庆后开始修建，到
2018年2月，资金不足了，残联又帮
扶了3万元，他自己又贷款300余万，
2018年11月，圈舍修建完成。

15日下午，几辆货车拉载着上
百头母猪进入了养猪场，王顺忠在
一旁指挥着，虽然汗水打湿了衣服，
但他的脸上却挂着笑容。

“从13日开始就在运母猪过来
了，一共要运 1400 多头。现在我和
公司合作，我出场地，公司出技术和
饲料，每年将产猪仔37000多头，公
司给我每年保底收入 140 万元，还
会根据行情进行提成。”王顺忠笑着
说。现在在北川，从个人养猪规模来
看，王顺忠已经是首屈一指了。

发展强劲
技术人员都是大学生
准备再建5个育肥场

当母猪运进了圈舍，王顺忠交
代事情后也离开了现场，因为圈舍
他也是不能轻易进入的，只有专业
的养殖人员才能进去。而现在负责
技术的都是大学毕业生，还有两名
研究生。而专门聘请的场长，更是经
历了多年的养殖历练。

在北川新县城的一个小区外，
王顺忠的妻子何月秀抱着孙子在玩
耍，她现在也终于轻松了下来，不用
再像前几年一样打拼。但是，在王顺
忠的心中，一个新的规划已经出炉。

“母猪场每年将产 30000 多头
小猪，那边我几乎也不用管理了，我
就建育肥场，现在已经在计划实施，
看中了几个地方，预计今年将开始
动手修建。而我准备在整个绵阳境
内建 5 个育肥场，将母猪场的小猪
仔全部消化。”王顺忠说出自己的规
划，信心满满。

在采访中，王顺忠对于北川残
联，充满了感激，他心中一直怀有感
恩之心。现在，王顺忠每年都会组织
一批残疾人进行座谈，给他们讲述
自己的经历，帮助他们重拾信心。王
顺忠的养猪场，也被绵阳市残联授
予了残疾人创业基地。他计划建好
育肥场后，让更多身体有残疾的人
加入进来，自己在家养殖生猪，他负
责收购。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受访者供图

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如何
维护老年人的尊严和自主决定生活的
权利的讨论逐渐增多，为了实现老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个普遍愿望，
监护方式的创新应运而生。

2013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
首次提出了“意定监护”的概念，规定具
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
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
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
自己的监护人，并优先适用于法定监护,
充分尊重了老年人的自我决定权。

2017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总则》施行，正式规定了成年
意定监护制度。由此，法定监护、指定
监护和意定监护构成了我国现有的成
年监护制度。

相比法定监护，意定监护超越了
血缘、婚姻关系。如果没有法定监护
人，便可通过公证处指定任何其所信
任者做监护人，重新构建合法身份关
系。若有多个法定监护人，还可对其顺
位进行排序，如预感到法定监护人无
法承担监护责任时，还可排除法定监
护人的监护权。

程志秋提到，此前曾有一对夫妇将
对方互设为遗产继承人，并选择妻子的
弟弟成为两人的意定监护人。除此亲属
之外，也曾有媒体报道过独居老人将邻
居、社区、朋友公证为自己的意定监护
人。“老人可以选择自己最信任的人担
任监护人，最大程度执行自己的意志，
这样在紧急时刻也不会出现意见不统
一的情况。”高新公证处主任伍俊杰告
诉记者，在老人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后，表达自我意
识的能力下降，若情况危急需要进行救
治，却常常会面临几个法定监护人意见
相左，也会使医院十分为难。

空巢孤老的心事：当我老了，谁来管我？

你的监护人
你做主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
老龄化，支持家庭养老的约束力
量，如孝道文化和公众舆论等逐
步衰弱，老年人潜在的照料资源
也在减少，传统家庭养老的权利
基础正在改变。中央财经大学经
济学院副教授张川川曾撰文表
示，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同时还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中，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无法完
全承担起养老重任，“社会养老”
模式的推广势在必行。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刘一伟也曾指出，社
会养老作为一种正式的养老模式

嵌入到当今社会，在补充家庭养
老的同时，也替代了家庭养老的
部分功能。

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
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莹认为，
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其他社会现
状（如家庭规模小）对家庭养老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子女赡养负
担重、家庭养老照顾资源少。为
了满足广大老年人更丰富多样
化的养老需求, 家庭养老保障、
集体养老、个人养老以及社会救
济养老等多样化的组织制度模
式都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柳行

意定监护：
当伴侣过世、亲人失和、子女

异地，越来越多的空巢独居老人
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晚年生
活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生病时谁来照料？平日谁来
看顾？身后事谁来处理？这些年老
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成为了他
们心中的担忧。2017年 10月 1
日，一个新兴的法律制度“成年意
定监护”正式施行，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按照自
己的意愿，指定信任之人担当监
护人，不再受血缘关系的约束。

而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人开
始选择这种方式来料理自己的老
年生活。

案例

退休教授
卖房居住养老院

指定女儿和侄女监护
年过八旬的舒婆婆是成都人，在

配偶去世后一直未再婚，以前曾是大
学教授的她，一直在心中有一个担忧，
自己的养老问题该怎么解决。

因年老有恙，舒婆婆虽然神志清
醒，但却有语言障碍，靠书写与人沟
通，行动能力也受限，平日里要依靠轮
椅行动。而自己的一儿平日基本不照
料母亲，一女又远在新西兰定居鞭长
莫及。在这样的情况下，舒婆婆想要出
售自己名下的房产，以卖房款为保障，
计划长期居住养老机构。

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自
己去处理房产买卖实属困难。2018年
1 月中旬，舒婆婆经社区工作人员介
绍，来到成都市高新公证处咨询，想委
托公证处帮忙协助出售房屋。“如果我
们直接协助老人将房屋出售了，但房
款却被某些亲属拿走了，老人的生活
得不到保障。所以我们提出了对这笔
资金的使用过程进行监管，确保每一
分钱都用在她身上。”成都市高新公证
处公证员程志秋表示。

一个老人最需要担心的事情不过
几件：养老生活怎么安稳度过?子女关
系是否融洽，是否有足够的时间精力
照料？生病时若出现意外情况昏迷，谁
来替她向医院做决定？如何确保自己
去世后的财产能得到妥善地处理？

对于舒婆婆而言，自己最信任的人
是远在新西兰的女儿，其次是常来关照
她的侄女。为了预防自己在养老过程中
出现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舒婆婆在委
托监护授权书中将女儿和侄女确定为
第一顺位监护人和第二顺位监护人，她
们成为了舒婆婆的“意定监护人”。

保障

意定监护人
比“法定监护人”还优先

舒婆婆在高新公证处办理的
不仅仅是意定监护人授权，从委
托卖房、收款提存、使用监督、遗
嘱分配...从生到死的一套综合养
老公证法律服务处处体现了她的
意志。舒婆婆明确表示，想将房产
出售，并由公证机构代为收取售
房款，授权其核实自己生存和护
理情况并代为支付自己将来的养
老、医疗、生活等费用，死后资金
若有剩余，作为遗嘱的标的，按照
遗嘱执行。

经过与舒婆婆及其意定监护
人的反复沟通，全面了解其家庭
状况和诉求之后，公证员为她制
定了个性化的“综合性公证养老”
法律服务方案。除了通过意定监
护协议确定老人的监护人之外，
公证处还为其办理了遗嘱公证，
确定老人资产在任何情况下均按
照其意志进行流转分配，并在老
人去世后担任遗嘱执行人分配遗
产。此外，公证处还全面协助办理
老人资产的流转并变现，运用提
存事务确保卖房资金安全并防范
交易风险，并在老人资金使用过

程中介入监督，保护其合法权益。
在公证处的帮助下，舒婆婆

的房屋很快顺利售出，房款及时
转移支付到公证处养老专户中。
此后，承办公证员时常前往养老
院查看舒婆婆的生存状态，为她
支付养老院费用、医护费用，还替
老人租赁房屋妥善放置了她的老
物件，这样的关照一直持续到舒
婆婆去世之前。在老人去世之后，
公证处对舒婆婆的养老存管金的
使用情况、明细账目、剩余余款进
行核实和汇总，将余款按遗嘱指
示并以转账方式转入相应的受益
人实名账户。

“这种方案的社会价值在于
为老年人提供了自己在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阶段到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阶段，再到无民事行为能力阶
段，最后到遗产处理的整个期间，
涉及到的重大人身关系和财产关
系的解决办法，具有可复制性，能
够保障老年人的意志在其失能后
继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死
亡后按照自己的意愿执行自己的
遗愿。”伍俊杰表示。

2013年7月1日，
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第26条首次提出
了“意定监护”的概念；
2017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施行，正式规定了成
年意定监护制度。

意定监护
是什么？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
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
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
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
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监护人职责
有哪些？
协商确定的监护人

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
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时，履行监护职责。”监
护人职责包括生活照
管、医疗救治、财产监
管、权益维护四个方面

社会价值
在哪里？

“老人可以选择自
己最信任的人担任监护
人，最大程度执行自己
的意志，这样在紧急时
刻也不会出现意见不统
一的情况。”高新公证处
主任伍俊杰告诉记者

1

2

3

从生到死体现老人意志

“社会养老”势在必行
专 / 家 / 观 / 点

靠4000元帮扶资金起步

双腿截肢的他
如何成为北川养猪大户？

一个人身体残疾了不重要一个人身体残疾了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对自己和对重要的是不要对自己和对
生活失去信心生活失去信心，，只有我们自己努力了只有我们自己努力了，，一切才会变得更好一切才会变得更好。。

——王顺忠

服 / 务 / 方 / 案

工人正在把新购买的母猪赶入新的养殖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