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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志贤

天下之本在家。“千家万户都好，国
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家庭是人生的
第 一 个 课 堂 ，父 母 是 孩 子 的 第 一 任 老
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有许多重要论
述。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
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家庭教
育从“家事”上升到“国事”，家长们开启

“依法带娃”时代。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教育行政

部门在家庭教育工作中的重要责任。教
育行政部门应发挥部门优势，履行法定
职责，推动各类学校在家庭教育指导的
服务提供和人才支持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促进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内蒙
古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曹轶明
介绍道。

其实，早在去年 7 月，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妇联已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
进中小学幼儿园家庭教育工作的意见》，
曹轶明参与了该意见起草的全过程。他
说：“教育行政部门应在健全家校社协同
育人机制方面发挥主要作用，需把握三
个重点。一是推动学校发挥主导作用，

密切家校联系。要指导和督促学校完善
和利用家长委员会、家长会、家访、家长
开放日、家长接待日等各种家校沟通渠
道，探索家校矛盾预防和处理新机制。
二是加强协调各类社会教育资源，丰富
学生的实践体验，帮助他们深入了解国
情、社情、民情。三是落实‘双减’政策，
疏解家长教育焦虑。要加强作业管理，
完善课后服务保障机制和措施，全面规
范校外培训行为，大力提升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好学足。”

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赵俊清曾
长期在教育教学一线工作，她对家庭教
育促进法实施的感受更具体。她说：“我
在学校工作时，经常有家长提到自己对
于教育孩子很迷茫，很渴望从多种途径
获得家庭教育的方法，甚至有些家长还
报名去培训机构充实家庭教育相关知
识。确实，一直以来，我们在家庭教育过
程中存在一些不当行为，有的家长缺位
管理、越位管理、错位管理，把家庭教育
简单地变成了学校教育的延伸；有的家
长放任不管，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产
生真空地带甚至背道而驰。此次家庭教
育立法，能起到纠偏作用，以法律的形式
明确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责任界限。”

赵俊清认为，家庭教育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应发挥家长的主导作用，创
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给孩子提供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家长也要不断学
习充实自己，做孩子成长的榜样。家庭
教育促进法体现了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
求，从法律角度落实家长接受家庭教育
能力提升的再教育。“另外，家庭教育促
进法是对‘双减’政策的积极回应。家庭
教育要先减负，学校教育要提质增效，只
有家校协同推进，‘双减’政策才能真正
落地见效。”赵俊清说。

内蒙古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总
支书记、副院长王利教授长期关注家庭
教育，她说，目前家庭教育存在的普遍问
题是家长存在教育盲区，一部分家长过
于重视家庭教育，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孩
子的教育负担，比如给孩子报过多的兴
趣班，剥夺了孩子游戏和玩耍的时间；还
有一部分家长教育缺位，忽视了家长作
为第一任教师的重要性。家长们更多考
虑的是成绩和智育方面的内容，而对于
孩子的学习能力、人格健全发展、社会性
发展与交往等方面的关注度不够。家庭
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对于家长充分发挥
家庭教育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具
有明确的指导作用。父母是家庭教育的
第一责任岗，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应只是
辅助和支持的角色。不过，有时候家长
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做什么，这就需
要学校社会给予专业指导。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将“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纳入教师业务培训”。王利介
绍，作为一所师范院校，目前内蒙古师范
大学已将家庭教育的内容纳入教师培养
的选修课范围。下一步，家庭教育学可
以作为必修课有所体现。作为教师不但
应该了解如何进行家庭教育，也需要适
度指导家长进行家庭教育。

根据我区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
小学幼儿园家庭教育工作的意见》，教育
部门要分学段做好家庭教育指导重点，强
调要遵循孩子成长规律，不能用“一把尺
子”衡量每一个个性鲜明的孩子，指导家
长进行家庭教育时要因人而异、因材施
教。例如，学前家庭教育要从加强幼儿营
养保健和体育活动、尊重和保护幼儿的好
奇心及学习兴趣等指导入手，小学家庭教
育要指导家长提升自身道德修养做表率、
保证儿童睡眠时间、养成良好学习生活习
惯等，初中家庭教育则更重视指导家长带
领少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
视青春期人格发展等。此外，该意见还明
确了特殊家庭与特殊儿童少年家庭的教
育指导，对上述类型家庭的教育给予了深
入细致的指导。

“在我看来，最理想的家庭教育应该
是，家长和孩子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多
陪伴有交流常沟通，家长应该是孩子的
榜样，不光是学习上的，更应是品行上
的。”王利说。

从“家事”到“国事”，家长要依法带娃了！

■社会速评

□本报记者 杨婷

“看到老爷子开心的样子，说不感动
是假的，尽一点微薄之力就能让他们高
兴，这是多有成就感的事啊！”这是呼和
浩特市蕾娜范四千米社区为老服务中心
李师傅写在配餐日记里的话。

社区里一位独居老人因视神经萎缩
几近失明，腿脚也不利索，无法到餐厅就
餐，因此李师傅承担起了配餐上门的工
作。在配餐过程中，李师傅发现失能独
居老人的生活面临着很多困难。

老人的眼睛看不清钟表上的时间，
行动不便，每次赶着开门都容易摔倒，也
无法使用微波炉热饭。李师傅为老人准
备了闹钟，调好送餐时间，还把微波炉按
钮用胶布贴出不同形状，让老人凭触觉
就能使用，李师傅还经常陪老人聊天以
缓解他的孤单。

“ 其 实 老 人 们 要 的 并 不 多 ，一 点 关
心，一点陪伴，足矣。”李师傅感慨道。

助餐服务是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
的重要一环。坐落在社区里的养老服
务中心，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的“吃饭问
题 ”。 这 里 的 饭 菜 软 烂 可 口 ，价 格 实
惠，针对不能出门的老人还可送餐上
门，让周围有需要的老人都吃上了安
心饭。

出于安全考虑，蕾娜范四千米社
区为老服务中心的装修采用无障碍适
老化设计，台阶改成防滑坡道、马桶两
边安装扶手、卫生间进行防滑处理、增
设护理型床位⋯⋯舒适又安全的环境
让老年人可以放心用餐。

81 岁的罗绍勤老人握着工作人员
的手说：“这里的发糕真好吃，你一定
要替我感谢做发糕的师傅！”91 岁的抗
战老兵田军感叹道：“我儿子给我办了
卡，我天天来餐厅吃饭，很方便，很安
心。”

越是嵌入社区，就越能看到老年
人 的 困 难 与 需 求 。“ 老 吾 老 以 及 人 之
老”，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的不仅仅

是服务，更是将心比心的关怀，除了一
餐一饮的温暖、日常生活的照料，更重
要的是精神上的抚慰。

元旦佳节，呼和浩特市后巧报社区
为老服务中心充满欢声笑语，几十位银
发老人正聚精会神玩着“套圈游戏”，每
次套中奖品，老人们都会兴奋欢呼。在
这一刻，平日里慈祥的爷爷奶奶都变成
了童心未泯的“宝藏老人”。为了让老
人们热热闹闹跨年，后巧报社区党委和
为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们一起精心
筹备了这场元旦联欢会，一块香皂、一
支护手霜、一包纸巾⋯⋯简简单单的小
礼物为老人们带来了别样惊喜。

而同一时刻的仕奇社区为老服务
中心里也同样温馨热闹，桌上摆满了香
甜的瓜果，精彩的歌舞引来掌声不断，
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用心用情的服务，不仅暖了老年人
的胃，更暖了老年人的心。蕾娜范养老
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圩说：“只要用心做
服务就能得到老人们的认可，有时候老

人容易忘事儿，但他们能记住真心对他们
好的每一个人。”

自从 2019 年呼和浩特市被列为全国
第四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以
来，呼和浩特市民政局引入 40 余家企业
积极探索居家养老服务建设，依托社区建
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通过建设“15 分钟
养老服务圈”为社区及周边的老年人提供
便捷的助餐、照料、托老、护理等服务。

如今，这些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已然变
成了社区里的“银发根据地”，老人们在这
里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过节，端午节
包粽子，冬至日吃饺子，重阳节有慰问，大
小节日还有工作人员们准备的小惊喜，老
人们也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个“歌唱家”“舞
蹈家”“神枪手”⋯⋯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社区为老
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了晚年生活的新
舞台，以社区为老服务中心为圆心的“15
分钟养老服务圈”，不断满足着老年人多
层次、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让老年人更有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老服务让老年人暖胃又暖心

■众观

■民声

■新视界

﹃
星星的孩子

﹄
逐梦冰场

文旅部在锡林郭勒盟调研
非遗保护项目

本报 1 月 13 日讯 （记者 冯雪玉）1 月 13 日，记者从自治
区文旅厅获悉，前不久，文旅部非遗司与自治区文旅厅非遗处一
行到锡林郭勒盟调研传统工艺振兴等非遗保护工作。

调研组先后深入正蓝旗自治区级非遗就业工坊——内蒙古
苏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西贝草原奶食基地调研指导，并走访慰
问部分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此外，在多伦县，调研组
深入莜面饮食制作传承店、铜银器制作传承店、喇嘛庙月饼传承
店、玛瑙石雕刻传承店、马鞍具制作传承店进行调研指导。

据了解，近年来，锡林郭勒盟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传承工作，通过非遗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旅游景区，让广
大居民亲近非遗、共享非遗，通过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共进，
让非遗成果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编辑有话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全社会都
应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推
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

区内外代表共话
高校在线教学前景

本报 1 月 13 日讯 （记者 刘志贤）日前，内蒙古自治区高
校“新常态下在线教学一体化平台建设与教学模式创新”研讨会
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研讨会由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超星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主办，旨在加快推动我区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
和教学模式创新。

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高校开展了大规
模在线教学，传统课堂与在线课堂将长期共存并深度融合已成
为高等教育教学新常态。后疫情时代，在新常态下如何建设在
线教学平台、如何创新教学模式？来自区内外多所高校及企业
的代表，围绕在线教学平台建设、教学模式创新、混合式教学改
革、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等内容展开了有针对性的
研讨。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大力
推动以在线开放课程、慕课、虚拟仿真、人工智能为主要载体的
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引导高校推广混合式教学、
翻转课堂，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下一步，自治区将
在全区范围内实施信息化建设工程，以智能化、信息化教学平台
建设来推动课堂教学改革，以课程建设水平的提升来促进人才
培养质量的提高。

编辑有话说：在线教学是大势所趋，这场研讨会为如何发展
好在线教学提供了诸多思路和建议。

鄂尔多斯
有了退役军人专属 APP

本报 1 月 13 日讯 （记者 张璐）日前，一款专门为退役军
人研发的 APP 正式上线运营，这款名为“鄂尔多斯退役军人尊
崇”的 APP，是鄂尔多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
抚对象打造的专属服务平台。

据了解，该 APP 有退役军人注册和商家注册两个版本，其
功能包括发动鄂尔多斯市爱国拥军志愿单位为退役军人和其他
优抚对象提供优惠、优先和优待政策，为退役军人打造线上思想
政治教育平台，为退役军人提供行政审批、困难帮扶等线上申请
服务，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学习培训、志愿服务、爱
岗敬业、见义勇为等积分和优待服务。

目前，该 APP 在鄂尔多斯市内已得到旅游、餐饮、住宿等行
业 400 余家商家互认，用户通过 APP 可享受到免费门票、打折商
品等诸多优惠。

编辑有话说：专属 APP 为退役军人提供全方位服务，可以不
断增强广大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军属的荣誉感、获得感、幸福
感、归属感。

关爱血液病儿童
红十字在行动

本报 1 月 13 日讯 （见习记者 李存霞）近日，自治区红十
字会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冬暖童心·红十字情暖血液病
儿童”慰问活动，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走进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和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慰问正在住院治疗的 21 名血
液病儿童，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爱心大礼包。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患儿治疗和康复情况，与家长
进行座谈，并为患儿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鼓励他们要积极接受
治疗，早日康复出院。

据介绍，自 2017 年以来，自治区红十字会每年开展关爱血
液病患儿主题活动，共投入资金 115.94 万元，先后慰问 578 名住
院血液病患儿、救助 56 名困难家庭血液病患儿，为他们送去鼓
励与祝福。

编辑有话说：通过此类活动，可以呼吁和激发更多社会力量
献出爱心，让更多血液病患儿在全社会的关爱下成长。

□文/图 见习记者 李存霞

1 月 8 日，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公益
冰场上，来自呼和浩特市特奥冰轮速滑队
的 20 多名队员不畏严寒，脚踩冰刀奋力
滑行，享受冰场上的速度与激情。队员
中，有五六岁的小朋友，也有二十多岁的
男孩女孩，他们的脸上都写满天真，在教
练和父母的陪伴下在冰场上滑行。原来，
这支队伍的队员都是心智障碍者。

“我们队伍成立于 2016 年，现在共有
40 多名队员，其中绝大多数是自闭症患
者，被称为‘星星的孩子’。夏天我们练习
轮滑、游泳，冬天增加速度滑冰项目，孩子
们还参加过全国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教练王元达说。

2019 年，队员们代表内蒙古参加了
全国特奥冬季项目比赛，在速度滑冰项目
中夺得 16 枚奖牌；2021 年，他们代表内蒙
古参加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
奥会，在特奥轮滑等项目比赛中共夺 24
块奖牌。这群“星星的孩子”逐梦冰场，也
从冰场走向了更大的世界。

“原先，我们的队员身体相对比较僵硬，
很少和外界沟通交流，也没有竞争意识。但
通过一次次的训练，他们的身体协调能力和
社交能力大为提高，脸上笑容多了，自信心
强了，也享受到了冰雪运动的乐趣。”王元达
说，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心智障碍者参与
冰雪运动也是响应“三亿人上冰雪”号召的
生动实践，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心智障碍群
体，给予他们更多关心和帮助，也希望有更
多的人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

青春是阳光下灿烂的笑容
青春是新时代飒爽的英姿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未来属于青年
希望寄予青年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内蒙古青年勇担责任，接力奋进
他们用青春、智慧和汗水
努力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
打造得更加亮丽

内蒙古日报社众观工作室
发起“青春报到·我接力”互动活动
快快扫描二维码
一起看看各行各业的青年
怎样诠释青春力量
用青春担当时代重任
用奋斗肩负时代使命

青春报到，我接力！

■扫一扫

教练王元达示范动作要领教练王元达示范动作要领。。

享受速度与激情享受速度与激情。。

快乐滑冰快乐滑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