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袁 最高人民检察
院尧全国妇联尧中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共同印发
叶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
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的意见曳渊以下简
称叶意见曳冤遥 这一叶意见曳旨
在强化家庭监护责任袁对
于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尧 呵护青少年健康成
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
义遥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位老师遥 家庭教育是教育
的基础和起点袁 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遥

近年来袁 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高发多发袁性侵害尧
欺凌尧 虐待等成为社会痛
点和治理难点曰 未成年人
犯罪虽总体数量有所 下
降袁 但犯罪低龄化等问题
比较突出遥 未成年人犯罪
和遭受侵害有多方面 原
因袁 其中家庭因素的影响
不容忽视遥 据检察机关办
理未成年人案件情况统计
显示袁2020 年袁流动未成年
人犯罪在未成年人犯罪中
所占比例超过一半遥 部分
省市办理的涉未成年人案
件中袁 近一半的涉案未成
年人未与父母共同生活尧
脱离家庭监护袁 近 80%的
案件存在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放任尧 打骂体罚等家庭
教育方式不当问题遥 这些
无不说明袁监护缺失尧监护
不当尧 监护侵害等已日益
成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
的重要问题遥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取得的成就有目
共睹遥 近年来袁从出台叶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曳到
修订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曳袁从
成立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袁到
部署开展野团圆行动冶野护校安园冶野检爱同行尧
共护未来冶等一系列专项行动袁不断完善的法
律尧政策和举措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野保
护伞冶遥 此次围绕开展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出台叶意见曳袁既是当前未成年人保
护和预防犯罪工作的现实需要袁 也是填补监
护监督体系空缺尧健全监护干预体系尧形成未
成年人保护大格局的必然要求袁 充分彰显了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态
度尧力度和温度遥

一分部署袁九分落实遥 叶意见曳提出各地
要结合案件办理和地区实际袁认真做好涉案
未成年人尧失管未成年人和预防性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袁对于四类涉未成年人案件必须进
行家庭教育情况评估袁根据评估结果对未成
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改进家庭教育
意见袁必要时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遥 与此
同时袁明确了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尧工作机制
和组织保障措施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尧针对
性和操作性遥 抓好叶意见曳的贯彻落实袁一方
面各级要坚持正确方向尧 突出问题导向尧遵
循科学规律尧坚持标本兼治尧坚持创新推动袁
把各项工作要求切实抓紧抓实抓细遥 另一方
面也要发挥各自职能优势袁形成齐抓共管的
强大合力袁推动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遥

当然袁政策制定和执行只是一个层面袁让
家庭教育更好发挥立德树人尧习惯养成尧滋养
心灵等重要作用袁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
良好尧和睦的家庭环境袁说到底要靠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袁 履行法定的
义务遥 以叶意见曳出台为契机袁全社会都要认真
反思什么才是好的家庭教育尧 如何才能提升
家庭教育袁 并积极为家庭教育创造良好的外
在条件和舆论氛围遥 这也是贯彻落实叶意见曳
的题中之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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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邓雪萍冤7 月 14
日袁 瑞金市 2021 年普通高中优生
班尧 均衡生抽签仪式在市教科体局
顺利举行遥考生代表及家长代表尧生
源学校校长尧纪检监察人员尧新闻媒
体记者等共同见证监督抽签录取过
程遥

今年优生班招生计划 1200 名袁
其中瑞金一中南校区尧 瑞金一中东
校区尧 瑞金二中尧 瑞金三中各 300

名遥 根据今年初中学考报名和成绩
情况袁 优生班分数范围院742要680
分袁分数段内人数为 1216 名袁平均
分成四组进行抽签录取遥 现场首先
通过电脑排序产生顺序号袁 分别用
代码 A尧B尧C尧D 对应考生袁 再以 A尧
B尧C尧D袁B尧C尧D尧A袁C尧D尧A尧B袁D尧
A尧B尧C 方式循环排位袁瑞金一中校
长渊代表一中南校区冤尧瑞金一中书
记渊代表一中东校区冤尧瑞金二中校

长尧 瑞金三中校长以暗签方式分别
抽取签号袁 抽取结果即为优生班考
生录取结果遥

与往年不同的是袁 今年均衡生
也通过抽签方式录取遥 今年均衡生
招生计划 1200 名袁其中瑞金一中南
校区尧瑞金一中东校区各 600 名遥 分
数线为优生班录取分数线下降 70
分为最低控制分数线袁即为 610 分遥
抽签方式与优生班一致遥

图为正在紧张施工的市文化艺术中心影剧院项目遥 该项目主要采
用象征野红色文化冶的五角星元素袁结合建筑形体与五角星之间的关联
性袁采用修饰尧变形及排列组合等手法袁将野红色文化冶主题与时代审美
相融合袁并适当融入代表城市印象的绿色尧黄色等色彩袁从而令整个项
目充满新颖尧前瞻性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认真负责尧 待人友善尧 主动担
当尧 有求必应噎噎这是瑞金市人民
医院急诊科司机何霞明留给同事们
的印象遥他的生命袁永远地停留在了
2021 年 6 月 21 日袁何霞明在市体育
馆方舱接种点工作期间袁突发心梗袁
经抢救无效袁因公殉职袁享年 58 岁遥

这一天袁对何霞明说袁是一个寻
常的工作日遥这一天袁是他连续奋战
在市体育馆方舱接种点的第 50 天遥

自 2007 年 7 月开始袁 何霞明
在市人民医院担任急诊救护司机
已 14 年遥 他勤勤恳恳尧任劳任怨尧
敬业爱岗尧默默奉献袁得到领导和
同事们的一致肯定和赞誉袁累计安
全行驶 40 余万公里袁 未发生一起
事故遥 今年 5 月初袁医院在选派方

舱接种点工作人员时袁年过半百的
他主动请缨要求前往方舱接种点
工作遥

今年 5 月 3 日起袁 何霞明在市
体育馆方舱接种点担任急救车司
机袁 其工作是在医护人员完成一天
的接种任务后袁 他需负责将当天产
生的医疗废物运送至医院医疗废物
收集站袁每天来回往返运输袁经常都
是最后一个下班回家遥 在做好运输
本职工作的同时袁 他还利用休息间
隙袁 主动帮助同事维持体育馆方舱
接种点的接种秩序等后勤尧 安保工
作遥

6 月 21 日 16:45 分袁 何霞明在
接种点医疗废物装车时袁 突发剧烈
胸痛袁向背部和腰部放射袁并伴全身

冒汗袁于 17:10 分许急送至市人民医
院急诊科抢救治疗, 按胸痛病人流
程入介入导管室遥经血管造影诊断袁
明确为冠状动脉夹层尧心包填塞袁同
时经全院多学科参与并请上级专家
视频及现场会诊袁 最终经抢救无效
去世遥

野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袁面对群
众的询问袁他都会耐心的回答袁人缘
也特别好袁大家都跟他相处得很好冶
市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科长许良说
道遥

在疫苗接种点工作期间袁 何霞
明每天早出晚归袁他工作勤恳踏实袁
任劳任怨袁乐于奉献袁并热心帮助同
事袁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同志袁是年轻
司机的好兄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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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普通高中优生班均衡生抽签录取完成

用生命诠释敬业精神
要要要追记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司机何霞明

阴李金 本报记者崔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