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只要我还讲得动我就会一直
讲下去冶野既是看守袁 就要担起这个
责任冶 噎噎在浙江省开化县柴家村
福岭山袁有一位 90 多岁的中共党史
野义务讲解员冶林翠娥袁自选择担任
讲解员以来袁 她数十年如一日扎根
中共浙皖特委旧址袁为超过 10 万人
次讲述了她所经历的红色故事遥 一
心向党尧始终坚守袁林翠娥老奶奶的
故事感动了无数网友遥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遥 老红军尧老战士们见证了历史
的沧桑巨变袁 亲历了我们党的光
辉历程袁 更加懂得今日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袁 更能深刻体悟我们党
的初心和使命遥 作为见证者尧亲历
者和参与者袁 他们对历史的讲述
深具说服力和感染力遥 他们的切
身感悟袁 不仅是中国革命历史的
生动注解袁 也是我们学习党史的

重要资源遥
知所从来袁方明所去遥讲好党的

故事尧革命的故事尧英雄的故事袁既
注重知识讲述袁又加强情感培育袁既
讲好故事袁 又通过讲故事引导广大
党员加深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和把
握袁加深对党的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袁
我们就一定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袁
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遥

渊文章来源院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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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暑期调研团成员与孩子们合影遥 朱唐锴 燕忠国摄

教育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袁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袁 一个灵魂唤
醒另一个灵魂遥 为了进一步传承红
色基因袁 将爱心与真情传递给老区
的孩子袁7 月 17 日袁 江西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暑期调研团要要要
红光小队来到红都瑞金袁 为黄柏乡
柏村村的孩子们上了一堂堂生动的
实践课遥

孩子们的住处袁位于大山深处袁
竹林掩映袁 离住处不远便听到孩子
们的朗读声遥经老师介绍袁这些孩子
大都是四五年级学生遥 在老师的介
绍下袁 小队四名大学生依次在孩子
面前进行自我介绍后便开始了一个
小时的讲述遥讲秋收起义袁讲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袁讲野星星之火袁可以燎
原冶袁 讲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袁
讲苏区精神袁 讲苏区干部好作风
噎噎讲好红色故事袁传承红色基因袁
激发奋进力量遥 可爱的孩子们坐姿
端正袁双目炯炯有神地认真听讲袁积

极回答问题袁 浸润在红色文化的海
洋中遥

唱好红色歌谣袁 歌颂对党的热
爱遥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袁
红光小队成员开始了授课的第二部
分袁教孩子们唱响一首红色歌谣袁孩
子们认真学唱 叶唱支山歌给党听曳袁
野唱支山歌给党听袁 我把党来比母
亲袁母亲只生了我的身袁党的光辉照
我心噎噎冶 即便只有简短的四句歌
词袁孩子们却一字一句学得很起劲袁
仿佛在体会着每个歌词后面的意
义袁他们脸上的神情是多么认真袁小
小的童心里透露出对国家尧 对党的
爱意遥

组装手工灯笼袁点亮心中明灯遥
在授课的最后袁 红光小队拿出为小
朋友们精心准备的五个灯笼袁 小队
成员在上面绘画着美丽的乡村景致
及一幅幅红色小漫画遥 小朋友们接
过礼物袁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遥不
少小朋友也跃跃欲试袁 也希望动手

制作一盏遥 红光小队带来了灯笼的
原材料袁 细心教孩子们如何靠自己
的能力去制作一个送给自己遥 首先
是框架的搭建袁在队员们的指导下袁
灯笼的基本结构很快就被孩子们搭
建出来袁而后便是灯笼纸的粘贴遥一
个精致的灯笼自然也离不开灯笼纸
上的绘画内容袁 队员们悉心教导孩
子们画出动漫人物遥很快袁一张张栩
栩如生的图画诞生袁 一颗颗红色的
种子也在他们心中扎下了深深的
根遥

一天下来袁孩子们带给队员的
快乐是前所未有的遥 孩子们纯真
美好袁队员们重拾回忆遥 此次红光
小队在黄柏乡柏村村的红色教育
时间虽然短暂袁 但孩子们对红色
文化的认识更进了一步袁对党尧对
祖国的热爱更多了一分遥 时间悄
无声息地溜走袁 支教活动告一段
落袁 但调研团不会停下追逐理想
的脚步遥

用爱心播下红色的种子
要要要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暑期调研团红都行

阴欧阳可寒 谢吉泉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阴杨梅鱼

渊上接第 1版冤 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
的一揽子支持举措遥 下一步袁国家发改
委将和有关部门一起袁研究制定实施方
案袁 进一步细化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袁确
保叶决定曳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遥

当前袁许多年轻家长工作忙袁有比
较强烈的托育服务的需求袁但托育服务
的供给还难以跟上遥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
庄说袁国家卫健委将按照叶决定曳的要
求袁把托育服务作为重点来抓遥 实施野十
四五冶普惠托育服务扩容和托育建设专
项工程袁扩大中央预算内投资袁支持综
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
的建设遥 实现到野十四五冶末袁使每千人
的托位数从目前的 1.8 提高到 4.5 的目
标遥 支持多元供给袁鼓励有条件的用人
单位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袁
规范家庭托育服务健康发展袁要调动国
企尧社会尧资本等各类主体积极投入托
育行业遥

随着三孩政策落地袁入园需求将进
一步增加遥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
刚说袁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袁以有效
支撑三孩政策实施为重要目标袁研究制
定部署实施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袁
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遥 到
2025 年袁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
90%以上袁 并且要进一步提高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遥 要大力发展公办园袁完善
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机制袁积极支
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遥 完善经费投
入保障机制袁落实政府投入为主尧家庭
合理分担尧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保
障机制袁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
的资助力度遥

过去袁学生放学时间与家长的下班
时间不一致袁 造成接孩子难问题遥 叶决
定曳要求推动孩子的放学时间与父母下
班时间衔接遥 吕玉刚介绍袁为了指导各
地各校进一步把课后服务工作做好袁近
期教育部对课后服务专门作出了部署院
每个义务教育学校应结合自己的办学
特色尧条件情况袁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袁
确保今年秋季开学以后袁 实现课后服务
学校全覆盖曰 要保证课后服务的结束时
间与家长的下班时间相衔接袁推出野5+2冶
模式袁每周 5 个工作日开展袁每天都要开
展不少于 2 小时曰 各学校要结合办学特
色袁努力设置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项目曰
通过财政补助袁 实行服务性收费或者代
收费的办法袁保障课后服务经费遥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负责人张贞德
说袁民政部将从助力婚姻家庭和谐幸福
着手袁 为三孩政策实施提供支持保障遥
将依托各级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袁在全国
范围内确定一批婚俗改革实验区遥 将治
理婚嫁陈规陋习袁积极推动各地把反对
天价彩礼尧 低俗婚闹等作为村规民约尧
居民公约的重要内容遥

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
今后还有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

吗钥 叶决定曳提出袁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
约措施袁 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袁将
入户尧入学尧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
面脱钩遥

对之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三
孩的袁是否还征收社会抚养费钥 国家卫
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袁已经依法作出征
收决定并执行完毕的袁 应当予以维持曰
已经作出征收决定但尚未执行完毕的袁
已经征收部分不予退还袁未征收部分不
再继续征收曰尚未调查或作出征收决定
的袁不再受理尧处理遥 各地要做好政策衔
接袁加强宣传解读袁稳妥有序地推动工
作落实遥

此外袁该负责人表示袁对全面两孩政
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
育双女家庭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
制度和优惠政策遥探索设立独生子女父母
护理假制度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
素袁 实行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动态调
整遥自 2011 年以来袁先后 4 次调增扶助标
准袁目前独生子女伤残和死亡特扶金标准
分别为每人每月 350 元尧450 元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