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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在江苏省宜兴市蓬勃兴起，

各项文明实践活动在宜兴如火如

荼展开。2018 年 8 月，随着一份

《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下发，宜兴

成为全国 50 个试点工作县（市）

之一。面对一个新的课题，一项新

的工作，宜兴通过 8 个多月的探

索，回答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怎么

做”“谁来做”“做什么”的问题，探

索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

宜兴模式。 （B2版）

杜鹃花开为什么这样红？

——文明的印记

社长总编辑 张文艺

值班副总编辑 秦丽

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

第4796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数以亿

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谋

生。但是由于缺乏相关教育政策

的有效保障，农民工子女“上学

难”等教育问题开始显现，也引起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为了让这些孩子健康成长，

1996年，原国家教委印发《城镇流

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

（试行）》，并在北京、上海等地试

点；1998年，原国家教委、公安部印

发《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规定了流入地政府有解决农民工

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在一定

程度上打破了儿童少年必须“以户

籍所在地政府为主”接受义务教育

的壁垒。进入21世纪，《关于进一

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

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政策的陆续

出台，将做好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

育工作提到了新的政治高度，进一

步保障了农民工子女“有学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建

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制度，

帮助78万多名无人监护的农村留

守儿童落实受委托监护责任人，

让1.8万多名失学辍学的农村留守

儿童返校复学。李克强总理今年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出

“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

育”，强调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发展，加快改善乡村学校

办学条件……抓紧解决城镇学校

‘大班额’问题，保障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教育”。

不少社会帮扶力量的进入，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留守儿童

家庭或学校的物质条件。广东东

莞每年都会举办“小候鸟”爱心传

递夏令营，“小候鸟”们带着思念

“飞”到东莞，度过一个丰富多彩

的暑期；重庆启动植树志愿行动

为留守儿童植下万棵爱心树；像

周聪所在团队一样前往留守儿童

较集中的地区，常态化开展课业

辅导、兴趣培养、心理抚慰等志愿

服务的队伍更是越来越多……

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一

幅人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教育画

卷”灿然展开。一方面，随迁子女

教育得到保障。国家统计局 4 月

29日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显示，3-5岁随迁儿童

入园率（含学前班）达 83.5%，义

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在校率达

98.9%。另一方面，一系列国家关

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政

策的出台，让越来越多农民工愿

意返回家乡，从源头上减少了儿

童留守现象。

但是，农民工子女在上学过程

中难免会遇到多种困难和问题。

进城农民工家长对随迁儿童教育

的评价中，虽然比上年下降了2.7

个百分点，但仍有50.8%的农民工

家长反映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

题，升学（入园）难、费用高是进城

农民工家长反映最多的两个问

题。留守儿童所在的乡村学校办

学条件需要继续改善，部分留守

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陪伴，会出

现“不理人”“发泄情绪”等行为。

守护农民工子女的心灵成长之

路，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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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怀揣改变家庭生活尤其

是子女未来的期许，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拼，他们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住宿和餐饮业等多个行业，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18 年，我国农民

工总量为 28836 万人。农民工子女，这个背负了亿万农民工期许的庞大群体，也受到了社

会各方的广泛关注与重视。

“孩子是渴望父母

的陪伴的。”4月26日，

成都市少先队辅导员志

愿服务队队长周聪对记

者展示着他珍藏的照

片，上面都是他带队开

展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

务活动的场景。因为在

关爱留守儿童方面取得

的成果，周聪还被评选

为第五届成都市道德模

范。拿着照片，周聪对记

者讲述他经历过的让他

印象深刻的故事。

2016 年 4 月的一

天，四川省成都市新津

县上四年级的学生小白

在踏进家门的一瞬间流

下了眼泪——他看见了

许久不见的父亲。那天晚上，小白坚

持要和爸爸一起睡觉，他紧紧地抱

住爸爸，似乎害怕一撒手，爸爸就会

消失。2018年12月18日，四川绵竹

女孩若涵抹着眼泪给妈妈写了一封

信：“妈妈，您回来吧！”当天学校开

家长会，每个同学的身边都坐着自

己的家长，而若涵孤零零地坐在人

群中，低着头，偷偷红了眼眶。

想念远方的父母，想要父母的陪

伴，这是留守儿童们最纯粹的情绪。

若涵的妈妈古从阳读了女儿

的信，自责不已：“一年只能见一次

面，是没办法真正了解到女儿的学

习情况和心理状态的，而且隔代教

育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与古从阳

的担忧相印证，据2018年度《中国

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分析显

示，缺乏父母及时有效的约束管

教，孩子的生活、学习无人督促，部

分留守儿童自觉和自律下降。古从

阳希望今年能在家附近找个工作，

陪伴女儿好好成长。

白家父子的短暂团聚得益于

2016年成都“爱的团聚——让‘小

候鸟’不再孤单”活动，而他也是活

动中唯一选择回家的家长，其他的

家长都是通过视频连线等方式与

孩子见面。不是不想回家，而是“请

假的压力太大了，搞不好别人就把

你的工作顶替了”。

后来，白爸爸给活动发起者成都

市少先队辅导员志愿服务队队长周

聪打电话表示感谢，在说到孩子变得

孤单、敏感时，他哽咽了，虽然心中满

是亏欠，可“没办法，要生活”。

“我们在帮助家长与孩子视频连

线时，不少家长会说，有我们在他们

就放心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周聪

对记者无奈地摇摇头，“一些家长也

知道孩子家庭教育的部分是缺失的，

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力量能给予孩子

陪伴和正确的引导。当然，值得欣慰

的是，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能感受

到整个社会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注度

在变高，留守儿童数量也正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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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子女“零障碍”入学

享有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记者 赵文君）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

委13日发布一批重要国

家标准，涉及绿色包装、

网络安全、能源计量等诸

多领域，与经济社会和人

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在 绿 色 包 装 领 域 ，

《绿色包装评价方法与

准则》国家标准，针对绿

色包装产品低碳、节能、

环保、安全的要求，规定

了绿色包装评价准则、

评价方法等。标准的实

施将推动绿色包装评价

研究和应用示范、转变

包装产业结构、包装行

业可持续发展。

在网络安全领域，新

修订的《信息安全技术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

求》等系列国家标准，可

有效指导网络运营者、网

络安全企业、网络安全服

务机构全面提升网络安

全防护能力。在能源计量

领域，新修订的《膜式燃

气表》国家标准将促进我

国燃气表产业的转型升

级、质量提升。

针对社会反映的国

家标准申报难、标准制修订过程公开

等问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

司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国家标准制修

订程序，营造更加公开透明的标准制

修订环境。

赋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从

制修订系统提报国家标准项目的权

力。对于获得五名及以上委员支持的

项目，必须进行处理并由全体委员会

审议投票，进一步畅通了社会各界参

与国家标准制修订渠道，保证标准计

划来源更加广泛，立项更加公开。

建立公开征求意见平台。在国家

标准征求意见阶段，起草单位除原有

的征求意见渠道外，还应通过制修订

系统对外征求意见，形成“提出意见、

反馈意见、按意见修改完善”的闭循

环，从而使公众方便地参与到每一项

标准制修订过程中，既确保公众的知

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又确

保了各方面所提意见得到有效的采

纳和处理，让标准的适用性、科学性

进一步提升。

下一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标准委将进一步完善国家标准制

修订各个环节，为各相关方，特别是

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消费者参与

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营造更加公平

公开的标准制修订环境，不断提升国

家标准质量和水平。

对于在“5·12”汶川特大地

震中失去了左小腿的谢海峰而

言，残障没有为他的精彩人生带

来限制，现在每天的生活都是充

实而美好的。关于未来，谢海峰

给自己设定了许多个小目标：他

想成立舞蹈工作室，把自己所学

的舞蹈教给热爱舞蹈的人；想登

上更大的舞台，用自己的表演感

染更多的人……他说自己会心

怀感恩、一往无前。 （A2版）

独腿青年谢海峰：
怀着感恩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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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政部数据，截至去年 8月

底，我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 697

万人，与 2016 年首次农村留守儿

童摸底排查的数据 902 万人相

比，下降了 22.7％。近年来，脱贫

攻坚、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

战略等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实施，

各地大力推动返乡创业就业、就

业扶贫、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等工

作，为从源头上减少儿童留守现

象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其中，

就有许多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来

到城市生活，实现了父母在哪里，

孩子就在哪里，教育就应该在哪

里的美好期许。

5月 5日早上 10点，在四川省

成都市武侯区务工的刘雪红带着

早就准备好的身份证、四川省居

住证和户口簿等证件，来到火车

南站街道办事处。“我和老公都是

湖南人，在成都工作 3 年多了，孩

子也到了要上学的年龄。前几天

看到新闻，我们可以为孩子申请

在成都接受义务教育。”刘雪红兴

奋地对记者说。

根据《2019 年武侯区流动人

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办理须

知》，户籍不在“七城区”而到“七

城区”务工，在武侯区居住满一年

的居住证持有人以及本市户籍跨

行政区域的流动人员，从今年 5

月的法定工作日起，可以递交申

请和相关证明材料，为子女申请

在武侯区接受义务教育。刘雪红

提前做足了“功课”，将准备齐全

的相关材料递交给工作人员并拿

到报名反馈表后，脚步轻快地走

出了街道办事处。

同一时间，在陕西省西安市，

早已享受相关政策的郑大伦和妻

子正在为儿子小郑精心准备着午

餐。郑大伦和妻子在西安从事装修

工作20多年，虽然买了房子，但户

口还在老家四川遂宁。

“今天午餐准备的是清蒸鱼、

清炒苦瓜、西红柿蛋花汤。儿子在

西安东仪中学上学，6月份就要高

考了。他的成绩很好，奖状都挂满

了一面墙，这次肯定能考上好大

学，我们当父母的也要做好后勤保

障。”郑大伦在电话里笑呵呵地对

记者说，“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让

我们能够陪在孩子身边，更好地照

顾他。”

每年夏天每年夏天，，都会有都会有““小候鸟小候鸟””飞到东莞飞到东莞，，参加夏令营活动参加夏令营活动

留守儿童在志愿者的组织下留守儿童在志愿者的组织下，，参加互动游戏参加互动游戏

成都市少先队辅导员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陪伴留守儿童一起玩耍成都市少先队辅导员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陪伴留守儿童一起玩耍

留守儿童在志愿者的组织下留守儿童在志愿者的组织下，，参加互动游戏参加互动游戏

在志愿者的组织下在志愿者的组织下，，父母与留守儿童快乐地游戏父母与留守儿童快乐地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