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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报道③

切实履行妇联法定职责 合力共促家庭教育发展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依法带娃”时代，为推动家庭教育促
进法落地生效，全国妇联不断推进“家家幸
福安康工程”中的家庭教育支持行动，聚焦
家长关心的“双减”、“三孩”政策等社会热
点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并开发了与家庭
教育促进法密切相关的家庭建设课程。

“在全国妇联指导下，妇女发展基金会
推出的‘家庭成长计划’项目，旨在为5至
14岁的低保儿童或困境儿童打造专属的
学习生活空间，这也呼应了家庭教育促进
法中规定的妇联组织为特定人群实施家庭
教育提供服务的责任。”中华女子学院女性
学系教授、家庭建设研究院执行院长孙晓
梅说，家庭教育促进法从不同角度规定了
妇联组织做好家庭教育促进工作的法定责
任。在近年来的妇联基层组织改革中，基
层妇联执委数量极大壮大，妇联组织体系
上下贯通，延伸覆盖各层级，这也是妇联组
织在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中能够担当牵
头、协调职责的关键。

妇联组织应如何继续推动、完善家庭
教育工作，与相关部门共促法律落地？孙
晓梅提出了以下建议与展望。

打造家庭教育合作平台 开
展具体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

今年1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妇女联合
会联合出台《关于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3月，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妇联全
体工作人员通过网课、自学考取了家庭教育
指导师（高级）证书；4月，重庆市巴南区妇联
联合10部门发布《重庆市巴南区十位一体
推进家庭教育指导实施细则》……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各地方妇联
纷纷联合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家庭教育指导
细则，在乡村与社区中落地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开展课程培训等。孙晓梅认为，在下一
步工作中，尚未出台条例细则的地方，基层
妇联应尽快协同相关部门，出台与家庭教育
促进法相配合的条例与细则。“家庭教育促
进法作为国家的上位法，其规定相对宏观，
各地的条例细则能够充分结合当地实际，很

好地弥补家庭教育促进法的不足，推动家庭
教育立法不断完善发展。”

同时，孙晓梅建议，应打造贯通中央与
地方的家庭教育合作平台，畅通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两条交流路径，一方面能够充
分将地方家庭教育工作的优秀经验搜集起
来，另一方面便于全国妇联对各地妇联开
展更具体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我们在调
研中发现，基层妇联组织有很多家庭教育
工作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案例；同时，对于国
家制定的家庭教育指导文件，基层妇联在
具体执行中也存在一些困惑。应通过打造
合作平台，使这些经验和困惑更顺畅地传
递到国家层面。在此基础上，全国妇联应
加大对上述经验和问题的研究力度，推动
各级妇联组织合力解决问题，并从中提炼
出适合全国各地借鉴、推广的家庭教育指
导办法。”

此外，对于各地家庭教育指导培训机
构乱象频出的现象，孙晓梅指出，强有力的
专家队伍与家庭教育评估体系也亟待加强
建设：“妇联组织应协同教育部门，建立家
庭教育的科学评估体系，对各类开展家庭
教育培训、颁发证书的机构进行定期评估，
淘汰不合格的机构。同时应当为基层培
养、输送家庭教育的专家师资队伍，以保证
家庭教育工作日常开展的科学性。”

紧密结合“两纲”目标 拓宽
家庭教育工作视野

2021年印发的新“两纲”分别增设了
“妇女与家庭建设”“儿童与家庭”两大领

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举措。孙
晓梅表示，未来推动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
要紧密结合新“两纲”中关于家庭建设的目
标举措,加强对新“两纲”目标举措的把握
和理解。

孙晓梅认为：“家庭教育还有不可缺少
的一个方面，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教
育，这是目前家庭教育促进法里暂未包含
的。而新‘两纲’中的家庭建设领域则涵盖
着更广义的家庭教育目标，是家庭教育促
进法的必要配合。”

由此，孙晓梅强调，未来妇联组织应拓
宽家庭教育指导的工作视野，将学习、贯
彻、落实新“两纲”的家庭建设目标融入履
行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的法定责任中去。

拓宽家庭教育工作视野的同时，配
套的具体指导要跟上。孙晓梅建议，全
国妇联应尽快完成家庭教育指导的指南
包、课程包编写工作。“相关指南包、课程
包的编写就要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教
育这一整体视角融贯进去，这对于规范
引导全国范围内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
极其关键，也会为今后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进一步完善打下基础。”

贯彻家庭教育“五年规划”
推动抽象立法具体落地

为推动“十四五”时期家庭教育高质量
发展，近日，全国妇联、教育部等11部门印
发了《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2021—2025 年）》（以下简称“五年规

划”），把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确立为今后一个时期家
庭教育发展的根本目标。

作为《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
规划（2016—2020）》成果评估专家组的
负责人，孙晓梅欣喜地表示，新一轮五年
规划与前一轮相比，相关职责部门从9个
增加到了11个，“这意味着，未来推动家
庭教育工作的力量和队伍又扩大了。‘五
年规划’在上一轮规划的评估结果基础上
制定出来，非常清晰地规定了11个部门
的职责范围。因此，充分理解贯彻‘五年
规划’，对于未来妇联更好履行法定职责、
进一步推动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落地
意义重大。”

孙晓梅向记者解释，家庭教育立法与
家庭教育规划进一步促进了家庭教育工
作的顺利开展。前者为家庭教育工作奠
定了法治保障，后者则是家庭教育工作的
顶层国家设计，用细化的政策、举措、目
标，推动抽象的法律不断完善，并生效落
实。

“例如，‘五年规划’中提出要完善家庭
教育法律政策体系，这一目标就旨在推动
家庭教育促进法不断向前发展；提出构建
普惠性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实
际上是对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解读和政策延
伸；‘五年规划’还指出，依托城乡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文明实践所站、妇女儿童之家等
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每年至少组织4次普
惠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这就为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活动的开展确定了具体的、
可操作性的目标。”孙晓梅说。

“父母承担家庭教育主体责任，陪伴孩
子共同成长”“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
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言传又身教，教子
亦教己”……正值全国首个家庭教育宣传
周活动火热开展之时，全国妇联、教育部发
起了十条育儿倡议。孙晓梅深感，这十条
育儿倡议有力回应了家庭教育的题中之义
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初衷。“家庭教育
促进法的制定与实施，正是着眼于通过制
度设计，压实家庭责任，细化国家支持和社
会协同，为广大家长赋能。我们所期待的
家庭教育，是把孩子培养成有健全人格、有
独立个性、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合格公民。”

● 应打造贯通中央与地方的家庭教育合作平台，畅通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两条交流路径，一方面能够充分将地方家庭教育工作的优秀经
验搜集起来，另一方面便于全国妇联对各地妇联开展更具体有效的
家庭教育指导

● 妇联组织应协同教育部门，建立家庭教育的科学评估体系，对各类
开展家庭教育培训、颁发证书的机构进行定期评估，淘汰不合格的
机构

● 未来妇联组织应拓宽家庭教育指导的工作视野，将学习、贯彻、落实
新“两纲”的家庭建设目标融入履行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的法定责
任中去

专家建议

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2022年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刚刚发布。今
年，北京将重点围绕服务通勤打造品质慢行系统，强化慢行系
统与公交、轨道融合发展，方便绿色出行“最后一公里”。为了
打造与城市道路慢行系统连通的开放式环境，计划拆除部分
公园围栏。

为“慢行”拆公园围栏，体现民生温度

建设城市道路慢行系统，让快节奏的城市生活
“慢下来”是建设人文城市的内在需求，是精细化治理
与城市空间优化的体现，在保证交通安全的情况下，
希望这样的政策能够在更多地方推行。

“19元充值100元话费。”前不久，天津市民王先生在收
到的快递盒上发现这则二维码广告后，扫码并按广告指引支
付了19元，结果根本没有充值到话费，而是显示其开通了某
App会员。王先生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身边的朋友，发现不
少人都遇到过快递盒上的二维码陷阱。近日，有媒体在津市
河东区多个快递站点，随机选择了30个快递包裹看到，其中
有四成左右的快递包裹上印有二维码广告。

莫让快递二维码广告成为“牛皮癣”

利用快递盒进行营销并不是新鲜事，本质上也属
于一种广告宣传，应遵循广告法相关规定，不少快递
二维码广告口惠而实不至，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构成了虚假宣传，欺骗误导了消费者，逾越法律底线，
相关部门应形成监管合力，根治这块“牛皮癣”。

近日，有网友发文称，开馆仅十多天的陕西考古博物馆，
有多处展陈物品遭游客损毁。在其西汉时期的彩绘漆箱复原
品旁，明明摆放着禁止触摸的标识，但多名游客仍留下了指纹
印。而馆内的千年地裂喷砂遗迹，竟成为游客“告白墙”，被刻
满了爱心。

向损毁文物行为说“不”

文物历经千年不朽，是古人留给我们宝贵的物质
精神财富，一旦被破坏，那就是对文明传承的亵渎。
即使对文物充满好奇和欣赏，游客也应遵守规则文明
观赏，不要乱伸手。希望相关单位拿起法律武器，向
不听劝告和损毁文物者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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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关爱是对
护士最好的致敬

体育中考岂能临时抱佛脚

□ 韩亚聪

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11个国际护士节，此刻，还有千千
万万名护士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担当健康守门人，真诚
地向他们道一声辛苦和感谢。

护士，一个与爱相连接的称谓。每一次生死救援，每一
次精心呵护，每一次逆行而往，只要有白衣天使的身影，人们
心里便多了几分温暖和安心，这是源自心底的依赖与信任。

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护士
队伍发展到501.8万人。500多万名护士，背后是无数个“没
有硝烟的战场”：他们一次次和病魔与死神决战，一次次将病
人从死亡线上拉回。在“三分治疗、七分护理”的医疗服务
中，护士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一名好护士，一定是在用生命
守护生命，以大爱诠释仁心。

南丁格尔曾说：“能够成为护士是因为上帝的召唤，因为
人是最宝贵的，能够照顾人使他康复，是一项神圣的工作。”
1998年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
地震……回望这些令人悲伤的往事，记忆里总有戴着燕帽的
白色身影，他们在危急时刻中守护生命，带来希望，播撒温
暖，他们值得我们真诚的信任与赞美。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挺身而出、披甲出征的白衣战士成
为战“疫”一线最闪耀的力量，援鄂、援沪中，他们为动态清零贡
献全部力量。而在此其中，女医护又占绝大多数，“穿上防护服
便不再是孩子”“没有生而勇敢，只有选择勇敢”……这是她们
的铮铮誓言，也是她们平凡之中的伟大。

一个个平凡的人，有着平凡的期盼。护士群体工作强度
大，心理压力大，他们用心呵护每一名病患，也应该得到全社
会的尊重和关爱。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各单
位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在薪酬待遇、执业安全、卫生防护、职
称评聘、培养培训、休息休假、褒扬先进等方面，切实维护和
保障护士合法权益。务实、暖心、贴心的举措，需要不折不扣
地落实，才能让每一位护士都能在全方位的保障中多一些幸
福感和成就感。

新闻 1°深深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王丹青

任纪兰的30岁，注定与同龄人有些不
同。

她曾是一个家境贫寒的乡村女孩，带着
患病的母亲上大学；如今她是一位乡村女教
师，用自己有限的工资资助着两名困难学生
完成学业。

日前，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
果揭晓，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福禄坪
小学教师任纪兰上榜。“没有大家的帮助就
没有现在的我，我会尽全力教育好每一个孩
子。”任纪兰说。

爱的坚守：“照顾父母、努力
学习，回报家乡”

1992年，任纪兰出生在沂源县张家坡镇
陈家沟村一户普通人家，父亲身体不好，基本

失去了劳动能力，母亲患有精神疾病，需要常
年吃药。那些年里，多亏有亲戚朋友的接济，
任纪兰一家才勉强度日，即便如此，任纪兰读
小学和初中时，还是经历了两次被迫停学。

读高三那年，任纪兰的父亲患上癌症，
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她不得不在家中
照顾父母，一边复习，一边还要下地干活
儿。终于，任纪兰考取了曲阜师范大学，父
亲躺在病床上拿着任纪兰的录取通知书，留
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父亲的离世，为任纪兰的人生再添一抹酸
楚。尽管考上了大学，可学费还没有着落，母亲
的病也变得更加严重，身边根本离不开人。就在
这时，一位穿着旧布鞋、灰上衣的老人来到了任
纪兰的家中。

他是时任沂源县实验中学校长、全国教
育系统劳动模范李振华，也是任纪兰口中的

“李爷爷”。在得知任纪兰考上大学却为学
费发愁时，李振华送来了5000元，并告诉任
纪兰，自己将资助她直到大学毕业。“李爷爷
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学生，我在心里也暗
下决心，等我毕业以后一定会回报家乡。”

任纪兰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开始

了带着妈妈上学的日子。每天天不亮，她就
要起床为妈妈做饭、喂饭，课余时间，她就到
学校周围的打印店、小餐馆打工赚取房租和
生活费。那1460个日夜，任纪兰回想起来
并不觉得辛苦，每天晚饭后与母亲手牵手在
出租房外散步的回忆，是她“最大的幸福”。

爱的传递：“不能让我的学生
因为贫困而辍学”

上大学期间，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任
纪兰有个小存钱罐，里面装着她平时买菜剩
下的零钱，大多是五毛、一块的硬币。等到
攒够了100元，她就通过学校举行的活动，把
钱捐给山区的孩子。“虽然我们家的生活不
是很宽裕，但那些山区的儿童更需要帮助。”
任纪兰说。

2017年，任纪兰大学毕业，报考了家乡
的教师岗位，希望能到李振华曾经工作过的
福禄坪小学工作。

任纪兰还记得，参加招聘考试那天，她比
过去任何一次考试都紧张。而当她从考场跑
出来想要找到李爷爷告诉他自己实现了梦想
的好消息时，一抬眼，竟看到李爷爷就坐在不

远处的马扎上，摇着蒲扇，微笑地看着她。
这一刻，任纪兰泪如泉涌：“爷爷，我考

上了！我终于成了和您一样的人民教师！”
这个好不容易考出山村的女孩，就这样回到
了山村。

“刚工作那年，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100
元，虽然不多，但是足够帮助两个孩子继续
读书了。”5年来，任纪兰每个月都从工资里
拿出一部分资助两个困难家庭的学生。“我
决不能让我的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

在了解到学校里有不少留守儿童后，任
纪兰对他们格外关心爱护，常常与孩子们聊
天，也会到孩子们的家中做家访。为了更贴
近孩子，任纪兰吃住都在学校，备课、批改作
业、编写教案，经常一忙就到深夜。

2019年，任纪兰当选为十九届共青团沂
源县委常委，2021年6月，她又成为一名共
产党员。她曾先后获得“全国向上向善好青
年”“全省道德模范”“山东青年五四奖章”等
荣誉，荣登“中国好人榜”。

“想到社会上帮助我的好心人，想到李
爷爷，我就没有理由不努力，我会尽最大可
能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任纪兰说。

以青春之名，完成一场爱的接力
山东沂源县福禄坪小学教师任纪兰

婴啼声起，新生命呱呱坠地。在云南昆明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一个身高近两米的男护士在儿科监
护室中忙碌，他就是被同事称为“超级奶爸”的员育国。

今年26岁的员育国主要负责新生婴儿的治疗护
理工作。“我刚工作时手忙脚乱，十多分钟才能换完一
片尿片，现在相同的时间已能为四五个婴儿更换完，并
做好相关的检查备案工作。”员育国说。

除了基础治疗，作为儿科护士，员育国还要完成为
小宝宝称体重、护理、喂奶、做抚触促进消化等工作。
“每3小时喂一次奶、换一次尿片，虽然辛苦，但心里会
觉得甜甜的。”员育国说，“工作中经常听到婴儿的第一
声啼哭，婴儿的啼哭是一种召唤，我们愿意做孩子重要
的守护者。”

超级奶爸的心声

五
月
十
二
日
，员
育
国
为
新
生
儿
喂
奶
。

55月月1212日日，，员育国为新生儿更换尿片员育国为新生儿更换尿片。。

临近体育中考，家长群里开始流传一些应试“神器”：体
测鞋、功能饮料、氮泵、避孕药……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院
教授王宗平表示，过量摄入功能饮料或增加肝脏负担，避孕
药含大量雌激素易引发不适，平时加强锻炼才是应试不二法
门，多加练习比穿什么鞋、吃什么药重要得多。

随着体育中考的临近，不少家长把孩子加分的希
望寄托在各种“神器”上。殊不知，这些“神器”大多
是打着提分幌子的敛财手段，不仅起不到提升体育
中考成绩的效果，还可能对孩子身体产生不良影
响。体育中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加强体育锻
炼，家长只有引导学生将功夫下在平时，才能在考场
发挥出真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