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服务设施应更贴近老年人需求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21
日发布，明确“十四五”时期推动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格局初步形成。提出大力推进城市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小）
区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达到100%。推进老
旧城区、已建成居住（小）区基本补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完备与否直接关系老年人的晚年幸
福。希望各级政府在增建补齐养老服务设施时，充分考虑
老年人群体身体条件及健康状况等特点，就近建设服务设
施，扩大辐射面，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为更多的老
年人创造幸福的晚年生活。

戒掉农村留守儿童“手机瘾”应多方合力

新华社记者近期在湖南、山西、河南等部分农村地区调研
发现，随着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部分农村留守儿童沉
迷于手机游戏、短视频等；一些程序软件默认设在成人模式，
使网络游戏、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推出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效
果有限。

农村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的现象应引起家长、学校和社
会的关注。一方面，家长应在情感上多关心、关爱孩子。
另一方面，学校应尽可能开设文体课程与各类兴趣小
组。有条件的村集体可建设供青少年活动的场所。如此
多方合力才能让农村留守儿童远离“手机瘾”。

这样的“开学第一课”更接地气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南浦小学的孩子们在学校附
近的农田里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授课者是周
边村庄几名地道的农民。“我觉得这次‘开学第一课’的活动非
常有趣，我们在田间播种、浇水、施肥、采摘，收获了很多快乐，
也了解了农民伯伯的辛苦，我们以后会更加珍惜粮食。”学生
们表示这节课获益匪浅。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学生们走出校园，到大
自然中去，到农田里亲身感受农民的辛苦，通过这种喜闻
乐见的方式推进“劳育”，不仅让同学们学到了农业知识，
开阔了视野，也在劳作之余，切身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

乡村建设必须坚持“为农民而建”

在2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
焕鑫表示，要坚持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推进乡村建设要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农民期盼干的抓紧干，农民愿意干的带着
干，农民不愿意干就先放一放、缓一缓。坚持数量服从质量、
进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立足村庄基础搞建设，不盲目拆
旧村、建新村，不超越发展阶段搞大融资、大开发、大建设，严
格规范村庄撤并。

在推进乡村建设过程中，只有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
民诉求，真正把农民组织动员起来，不搞“面子工程”，不
搞“政绩工程”，不搞“盲目建设”，才能为农民带来更美好
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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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近日，一篇题为《“三孩政策”背景下
中小学女教师生活现状及生育意愿研究》
的文章引发社会关注。

女教师群体有着怎样的生育意愿？
哪些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有助于构建生
育友好型社会、进一步提升她们的生育意
愿？日前，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
文章作者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
授郑新蓉，以及研究团队成员之一的中央
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林玲。

家庭经济条件、个人收入是
影响女教师生育意愿的普遍原因

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教师
总数已达到1792.97万人。其中，2019年
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女性专任教师占专任
教师总数的比重在学前教育为97.79%，
普通小学为70.02%，初中为 57.80%，高
中为54.73%。

文章指出，教师这一职业群体具有较
高的女性比例，且伴随教师队伍年轻化的
发展趋势，育龄群体比重增加。同时，教
师群体的收入待遇相对稳定，受教育程度
相对较高，具备较好的养育素质与能力。

对郑新蓉来说，教师群体呈现“女性
化”“年轻化”这两个特点，据此她和团队
认为，有必要了解作为适龄婚育主体，中
小学女教师目前的工作、婚育情况。通过
统计问卷数据，郑新蓉和林玲发现，中小
学女教师的生育意愿并不高。如何解释
这一现象？怎样回答由此产生的疑问？
文章从多个维度追因。

文章指出，对女教师而言，家庭经济
条件、个人收入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普遍因
素，子女教育、住房以及工作强度则是影
响中小学教师生育意愿的基本因素。

从职业角度，文章提到，超七成的女

教师认为“三孩政策”可能使女性在职场
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从育儿成本角
度，文章提到，生育多孩加重了女教师的
育儿压力，由于教育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
都是以儿童为工作对象，她们面临着双重
挑战；从价值观角度，文章提到，当代青年
对自我需求、婚姻质量更为重视，这也从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女教师的低生育意愿。

“人们对中小学教师这一职业的从业
状态可能过于理想化。”郑新蓉特别提到，
调查发现，除了中小学教师实行严格的坐
班制、工作量普遍超负、乡村女教师难以
兼顾工作和家庭等客观情况外，虽然教师
群体经济收入相对稳定有保障，但整体收
入并不算高。

林玲告诉记者，在区域、教师群体类
型和学校类型均有所覆盖的情况下，问卷
得出：66.97%的教师家庭年收入不足10
万元，家庭年收入达到10～15万元的教
师家庭仅占19.63%。

基于教师职业特殊性细化
政策措施

哪些因素能提升中小学女教师群体

的生育意愿呢？
问卷显示：对于不想生育的普通女

教师来说，改变其生育意愿最主要的因
素是收入水平提高、工作量减少和教育
成本降低。

“女教师的生育和养育配套政策覆
盖面是非常广的，再加上教师身份多样，
政策的细化分类是非常必要的。”郑新蓉
说。

基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文章建议
从开展育儿假、完善乡村学校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师资结构、扩大托育服务供
给、转变教养观念、平衡教师工作与生
活六个方面入手，构建生育友好型社
会，推进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的落实。

郑新蓉将可以采取的促进政策通俗
地划分为两类：花钱的与不花钱的。“花
钱的”即让政府进行投入，提供政策支持
和财力物质支持。“不花钱的”则是倡导
社会合作、因地制宜、盘活社会资源等号
召性举措。

就“花钱的”来说，郑新蓉建议，在边
远和艰苦的农村（牧区）学校建立面积较

大、设施比较完备的教师公寓，以便兼顾
教师的育儿和养老；设立边远艰苦地区
女教师生育保险；鼓励单位建立托儿所，
解决三岁前带孩子问题；为教师子女就
学提供一定的方便，例如建立教师子弟
学校。

就“不花钱的”来说，她建议，可为女
教师提供每胎一年左右的生育假期，保留
公职可以延至两年；夫妻均为乡村教师
的，疏通现行政策解决跨地区调动，方便
教师的工作和生活。

除此之外，当前教师队伍还面临一大
挑战，即教师总量短缺，生育政策放开后
随之而来的入学（园）高峰，加重女教师生
育、教育双重负担。

“女教师占大多数，一旦怀孕休假，后
备力量哪儿来？要有个‘蓄水池’，在促进
专业化的同时‘广开师路’。”郑新蓉认为，

“蓄水池”里的教师可以是内部调节、分担
任务，依据人口峰值提前整合教师资源，
也可以是动员、开发社会资源或者教师志
愿者。

在家庭内部，家庭分工和养育方式，
也影响着女教师的生育意愿。

在郑新蓉看来，应该强调家庭、学校
与社会协作式共同育儿，“养育和教育应
该是上一代人对新生的一代人整体影响
的过程，这也是现代教育的公共性或者养
育公共性建立的基础。”

郑新蓉透露，她与林玲正在撰写的一
篇文章中，就围绕这一现象提出新的建
议：要提高教师群体生育意愿，就要破解
教育、养育私人性和私立性的藩篱，倡导
社会养育和集体养育，建立家庭与社会中
一代成年人与一代儿童之间随时可及、亲
民友善、可信赖、相对稳定的教育养育关
系，减少生养、教育的无效浪费，形成一个
互助、节约、有质量的养育与教育新生代
的社会环境。

推进家庭学校与社会协作式共同育儿
北师大研究团队刊文关注“三孩政策”背景下中小学女教师生育意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2月24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从北
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获
悉，按照《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赛时城市景
观布置工作方案》要求，2月21日至2月28
日全市有序开展由冬奥会向冬残奥会城市景
观布置的转换工作，确保“两个奥运同样精
彩”。当日，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看到，“精彩冬
奥”主题花坛中国结的南北两面已经完成了
冬残奥会会徽更换。

据介绍，按照布置时序同步、效果亮点纷
呈、运行安全可靠的工作目标，城市运行及环
境保障组相关单位紧盯时间节点，抓实抓细
各项转换和运维保障工作。自2022年2月
21日0时起启动，分步有序实施，2月28日
24时前将全部转换到位。

“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景观规划设
计之初，就考虑到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
的景观转换需求，充分利用既有景观设施和
点位，采用双会徽设计减少转换，达到简约
而不失精彩。转换期内，需将单独的冬奥会
会徽和吉祥物转换成冬残奥会会徽和吉祥
物。”保障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目前，相
关单位正在加紧组织做好转换期景观布置
工作，梳理出了需要转换的景观设施，并建
立台账逐一制定实施方案，确保转换工作及
时到位。

北京全市共需转换景观小品3处，主题
花坛9处，宣传道旗1.8万面，宣传画面60
处，主题花坛有机覆盖物更换为13.8万株早
春花卉等。其中，奥林匹克中心区、奥林匹克
公园景观大道玲珑塔南侧、北辰西路路口及
范崎路等3处景观小品，需要更换冬残奥会

会徽、吉祥物；长安街及其沿线（含天安门地
区）、机场高速、奥林匹克中心区等9处主题
花坛，更换为冬残奥会会徽、吉祥物以及早春
花卉；宣传道旗更换为冬残奥会使用的蓝色
道旗；国家体育场西门入口门头横幅奥运五
环标志转换为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会

标；公交站亭、围栏共60处宣传画面更换为
冬残奥会宣传画面。此外，28处灯光秀播放
内容中的冬奥会标志、会徽、吉祥物更换为冬
残奥会标志、会徽、吉祥物。

记者获悉，2月24日早上5点，天安门广
场“精彩冬奥”主题花坛中国结南北两面完成
冬残奥会会徽更换。另外，四元桥“魅力冬
奥”主题花坛、延庆妫川广场“冰雪冬奥”更换
冬残奥会会徽工作已经完成。

“坚持安全可靠，针对北京冬季大风气候
特点，优化了宣传道旗的制作工艺和安装方
式，首选对面料进行了加厚，采用220精编有
光丝材质，旗面编织细孔，双面热转印，采用
4+2形式固定。优化后的道旗抗风性和牢固
性大大增强。我们已经部署了40支实施队
伍来开展城市景观布置转换工作，按照转换
工作台账实施转换，确保于2月28日前完成
全部转换任务。”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
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冬奥城市景观布
置将保留至3月20日。

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还加大了
对城市景观布置的加大运维力度，全市设置
58个备勤点，组织118支巡查队伍、700余名
保障人员、200余辆巡查车和42个景观照明
专业保障组，落实24小时巡查管护，加密巡
查频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景观设施管
养到位、安全运行，始终保持景观布置规范、
整洁、美观。

确保“两个奥运同样精彩”冬残奥会城市景观转换工作有序开展

● 对女教师而言，家庭经济条件、个人收入是影响生育意愿的
普遍因素，子女教育、住房以及工作强度则是影响中小学
教师生育意愿的基本因素

● 建议从开展育儿假、完善乡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师资
结构、扩大托育服务供给、转变教养观念、平衡教师工作与
生活六个方面入手，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进三孩生育政
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

● 要破解教育、养育私人性和私立性的藩篱，应倡导家庭、学
校与社会协作式共同育儿，形成互助、节约、有质量的养育
与教育新生代的社会环境

2月24日，天安门广场“精彩冬奥”主题花坛完成冬残奥会会徽更换。 樊文军/摄

□ 唐传艳

“双减”政策落地的第一个寒假，体育培训班十分火爆，许
多培训机构都推出了成人化的儿童运动项目，如少儿蹦床、少
儿攀岩、少儿跑酷等，有些家长不惜付出数千元至上万元的培
训费。对此，相关专家表示，儿童的身体解剖结构和发育特征
与成年人不同，在进行体育锻炼时，家长要从儿童的身体实际
情况出发，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让孩子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进行科学锻炼，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当前，孩子们的竞争压力丝毫不亚于成人，不愿意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或半途掉队的家长，不惜花钱让孩子参与到各种
不同的“抢跑”当中，来排解内心的焦虑。

体育锻炼有益健康，这方面的“抢跑”看似没什么风险。
其实不然，儿童运动成人化这类“抢跑”的危险程度，丝毫不亚
于其他方面的“抢跑”。

儿童有独特生长发育规律，他们的骨骼成分与成人差别
很大，不要说儿童运动成人化，就算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也应
采取差异化运动方式。更要看到，儿童的发育远没有定型，将
来身体的变化很大、可塑性极强，但适合成人的运动，是以成
人的身体发育已定型为基础的，这样一来，儿童运动成人化难
免违背儿童生长发育规律，不仅容易当时导致运动损伤，而且
还可能留下较大的后患，如导致骨生长发育畸形，成年后肢体
长短对应不一等。

“双减”政策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学生有更多时间参
与适合于他们的体育运动。但一些培训机构利用这一时机通
过制造焦虑、夸大宣传等方式误导家长和学生，导致儿童运动
成人化现象更加普遍，不仅会加大学生在运动和发育等方面
的风险，也会让“双减”政策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儿童运动成人化现象无论何时都需避免，在实施“双减”政
策的当前，更需要做好防范。对于这个涉及教育和医疗等多方
面的议题，需要不同部门之间做好配合，在“减”出来的时间里，
需强化包括运动培训等在内的各类培训的监管，不能因为运动
培训与课业培训存在不同而有所放松，同时，还要在空闲时间
里安排好各种有益活动，更好地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双减”之下，更需
防范儿童运动成人化

女报 角视视

“作为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我能为人民群众
做点什么？”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
花鼓戏保护中心副主任杜美霜总是用这个问题反
问自己，激励自己。

近年来，在当地文化部门的组织下，杜美霜积
极开展戏曲进乡村、进校园等相关活动，每年参与

“送戏下乡”100多场，以艺术惠民形式助力乡村
振兴。杜美霜在演出过程中调研发现，很多地方
民生方面基础设施改善巨大，但部分地方公共文
化基础设施仍相对滞后，不能完全满足群众文化
生活的需要和地方文化的传承，还面临戏曲人才
流失等问题。

面对这些现状，杜美霜今年重点关注基层公
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市级戏曲学校恢复和基层
民间剧团的发展等相关问题。

“我将持续关注基层民生改善和戏曲文化的
传承发展，为民发声，为民服务，履行代表职责，
不负人民嘱托。”杜美霜说。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全国人大代表杜美霜：
改善民生，要保基层戏台子

新闻 1°深深

22月月1515日日，，杜美霜杜美霜（（右右））在常德市鼎城区花鼓戏保护中心指导青年演员练习基本功在常德市鼎城区花鼓戏保护中心指导青年演员练习基本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