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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 1日是第72个国际儿童节，也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一周年。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共

同的心愿。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无论是父母、老师，还是志愿者、司法工作

者……大家都在倾力给予孩子最贴心的陪伴和最温暖的守护，让他们被爱包

围、快乐成长。③6

□本报记者 王绿扬

5月28日晚上8点半，忙碌了一天的郑州市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家庭教育指导师、巾帼志愿者张颍捷坐在书
桌前，开始为将要开讲的网上家庭教育公益课备课。

“这次我想和家长们分享的主题是‘给孩子试错
权’。现在很多家长怕孩子走弯路，总替孩子做‘正确
的选择’，却忽略了他们是有思想的独立个体。应该给
孩子试错的机会，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尊重。”张颍捷说。

2015 年，张颍捷开始专职从事儿童心理咨询和
家庭教育研究。2020 年，她加入郑州市妇联家庭教
育讲师团，和近 200名巾帼志愿者一道，在线上线下
普及科学家庭教育观念，用专业知识陪伴孩子成长。

张颍捷常说，家庭教育是每一位父母的“必修
课”。“工作中，我发现很多家长都是等到孩子青春期、
出现叛逆行为才开始着手寻找家庭教育中的问题，甚
至‘病急乱投医’。其实，家长越早重视家庭教育，对孩
子的成长越好。比如，3岁至6岁是孩子行为习惯养成
的关键期，如果这个时期孩子出现不尊重长辈、不懂规
矩、不会控制情绪等问题，而家长没有及时纠正，之后
再想改变孩子的行为习惯，就会事倍功半。”

在她眼中，最好的家庭教育是家长的“榜样示
范”。她说：“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强，如果想让孩子多看
书，家长就要多读书；如果想让孩子多运动，家长要先
动起来。”

让张颍捷感到振奋的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已正
式颁布实施，家庭教育从“家事”变成“国事”，越来越多
家长主动前来学习家教知识。“家庭教育的主体是家
长，把孩子培养成有家国情怀、有健康体魄、人格健全
的人，是我们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③6

一份用心贴心的陪伴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如果你在学习生活中遇到了大怪兽，可以呼叫检察
官奥特曼”“法律保护未成年人，但不会永远纵容‘长不
大’的坏小孩”……最近两天，一组名为“孩子的事，就是
天大的事儿”的漫画在朋友圈广泛传播。这是登封市人
民检察院“贝蕾关爱课堂”团队送给孩子的“六一”礼物。

“贝蕾关爱课堂”以该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全国优秀
女检察官顾贝蕾的名字命名，是一个守护未成年人的大
课堂。2016年，顾贝蕾出任未检科科长，她不断思考如
何让一株株小苗顺利长大。她带领同事们聚焦问题孩
子背后的家庭问题，推出以未成年人帮教、亲职教育为
核心的“贝蕾关爱课堂”。

随着“贝蕾关爱课堂”足迹的拓宽，登封市检察院
未检工作也被更多人知晓。2018年，顾贝蕾被最高检
选拔为央视大型法治栏目《守护明天》主讲；之后加入
最高检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深入新疆四地州，为数
万名各族师生送去法律锦囊。

关爱未成年人，“贝蕾关爱课堂”团队一直在路上：
4月 21日，“模拟法庭进校园”活动走进登封市直属第
二初级中学，通过让学生们扮演审判长、审判员、公诉
人等角色，开展了一场沉浸式普法；5月 20日，检察官
们来到登封市大金店镇王上村小学，为农村孩子送去
法律大礼包……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孩子们的法律观
念，还在他们心里种下了公平、正义的种子。

“这堂守护孩子成长的法治‘大课’，我会继续讲下
去，讲到孩子们的心坎里。”顾贝蕾说。③9

一个呵护“幼苗”的课堂一次直抵心灵的仪式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姥姥、姥爷你们看，我戴上红领巾了。今天下午，
我们在队旗下宣誓，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少先队员了。”
5月 30日，郑州市金水区纬一路小学二年级学生张楷
泽一放学，就和家人视频通话，分享自己的喜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
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
际，我省各级少先队相继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 争做
好队员”主题实践活动—

在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第三小学，预备队员们
拿着考核表静候一次特殊的考试—“六知六会一做”
入队考核。在这次考核前，学校专门制作了 12期“红
领巾队前教育云课堂”，围绕“少先队的光荣历史”等主
题展开，这些课程让孩子们对加入少先队组织有了更
多向往。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喜迎二十大 争做好
队员”2021级首批队员入队仪式上，师生们向队旗敬
礼、齐声高唱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学校为
新建中队辅导员颁发聘书，授中队旗，系着红领巾的小
小少年高擎着旗帜，感受成为一名少先队员的荣光。

“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铿
锵有力的呼声在空中回荡。

在新乡，全市 1300多所学校 3.3万名小学生系上
红领巾，相聚“云端”，参加“云”集中入队仪式；在洛阳市
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暨分批入队示范仪式上，少先队
员通过歌唱、朗诵等节目表达对祖国、对党的热爱。

志向是人生的航标。深入人心的队前教育、直抵
内心的入队仪式，帮助孩子立下远大志向、传承红色基
因、争做时代新人。③9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本报通讯员 戴丹华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各自为战，不准放空枪。”
5月 30日，省军区幼儿园“小红军操场”，站在瞭望哨
上的小“八路军”吹响冲锋号，稚嫩的童音伴着玩具枪
的“哒哒”声从坑道传来……在这场“地道战”游戏里，
孩子们摸爬滚打、开心不已。

“我们为孩子们打造的独一无二的红色游戏乐园，
把国防教育贯穿其中，寓教于乐，在他们心中种下爱党
爱国爱军队的红色种子。”园长姚希悦说。

操场上，一棵标注着“红25军出发地”的大银杏树
引人注目，山洞、攀岩等游戏设施被赋予了红军洞、勇
士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名称。幼儿园还设置了许多游
戏关卡，有“小长征跑酷”“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
桥”“挺进大别山”“抢占独树镇”等。

教室里，几个孩子正在利用硬纸制作传声筒。摆
在桌子上的两军对垒沙盘、长征棋、小兵牌等玩具，都
是孩子们自己动手做的。

“对于儿童来说，幼儿园就是‘游乐园’，游戏就
是教育。我们的红色游戏都经过了几遍甚至几十
遍 的 论 证 推 敲 ，让 孩 子 们 会 玩、爱 玩 ，在 玩 中 成
长。”幼儿园教科研主任李爽说，比如“小长征跑
酷”就是结合孩子们的体能训练打造的，每周二、
周四上午进行，全程 30 分钟，一趟下来，孩子们大
汗淋漓。

当日，郑东新区龙翔第三幼儿园老师韩敏来该幼
儿园参加活动。看到身着小军装的孩子们在阳光下表
演军体拳，一招一式气势十足，她感慨道：“把游戏融入
课程之中，我相信这些童年体验，会成为孩子一生的宝
贵财富。”③9

一段独一无二的童年

编者按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以担当作为践行志愿精神
□李树华 王雪倩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充分发挥全国
文明校园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积极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
发展，以担当精神服务地方发展，以实
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以规范管理为立足点，着力
推进体系建设

成立以党委书记、院长为队长的
志愿服务总队，分管领导任副队长，各
党支部成立志愿服务分队，各党支部
书记任分队长，全院上下形成了“党
委-支部-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联动机
制。制定《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志愿服
务实施方案》，明确志愿服务工作的管
理架构及组织实施要求，建立健全志
愿服务招募、注册、培训、激励等工作
机制，实现了志愿化、精准化、丰富
化。以“志愿郑州”网络平台为依托，
加强志愿者、志愿活动系统化管理。
目前，在“志愿郑州”注册教职工志愿

者 563人。通过管理平台对志愿服务
活动进行活动前申报审批、活动中监
督管理、活动后总结评价，提高活动质
量。聚焦师生、群众诉求，在疫情防
控、文艺服务、助学支教、医疗卫生、扶
贫帮困、交通劝导、乡村振兴等方面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以项目打造为契合点，着力
推进品牌建设

学院立足技能优势，培育精品志愿
服务项目，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实施“校园微公益”服务项
目，每周三下午，聚焦师生需求，全院各
学系开展校园志愿服务活动。推广“党
建＋志愿服务”模式。以党员教师为主
体，带动全院师生积极参与，进社区、进
乡村、进企业、进学校，开展技能服务
400余次。创新“点单式”服务模式。采
取“村校点单、学院接单”方式，精准结对
帮扶荥阳市豫龙镇刘村和荥阳市乔楼镇
初级中学乡村学校少年宫，每月定期开
展精神文明、支教助学等志愿服务活
动。连续4年的帮扶工作成效显著，刘

村“两委”专程来到学院赠送饱含深情厚
谊的两面锦旗。携手对口脱贫攻坚单位
卢氏县中专，对520名困难人员进行技能
培养。开展人员广覆盖的终身技能培训
服务，完成针对企业职工、农村转移就业
人员、转岗职工等各类社会培训20475
人次。连续多年参与“慈善日”“春雷计划
在河南”等项目捐款活动，累计捐款20余

万元；联合河南省血液中心开展义务献血
活动，年参与150余人次。

以服务社会为落脚点，着力
推进内涵建设

学院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提升服务
社会发展水平，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贡献力量。承担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中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等国
家、省、市举办的大型盛会、活动的志愿
服务保障工作28次，涵盖餐饮服务、技
能展示、文明引导等。去年郑州特大暴
雨期间，538名志愿者在各区域投入防
汛救灾一线。响应助力河南防汛救灾
和灾后重建捐款倡议，全院捐款8万余
元。志愿者赵忠举为周口、巩义、新乡
等受灾安置点转运物资 3000余件，转
移受灾群众 800余人，被评为“河南省
防汛救灾优秀志愿者”。今年年初，学
院派出志愿者 1284 人次参与卡点值
勤 ，审 验 车 辆 89160 辆 ，核 验 人 员
140774人，劝返车辆 4362辆，劝返人
员 13014人。5月疫情来袭，近 400名
党员、教职工主动承担学院疫情防控值
守工作，100余名党员、教职工下沉社区
报到，支援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截至目前，郑州商业技师学院累计
志愿时长达 10万小时，服务群众近 23
万人次，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200多场
次，志愿者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雷锋
精神“传下去”，让志愿服务“活起来”。

学院教职工志愿者驻守郑州南大门。

结对帮扶乡村学校少年宫。

以专业技能服务社会。

温暖守护
伴你童行

◀5月 29日，博爱县磨头镇中心幼儿园的小朋友
们开展课外活动，欢庆“六一”。⑨6 程全 司都 摄

“你们的心理辅导很管用，孩子
变化可大了，我跟孩子交流也更多
更顺畅了……”犯罪嫌疑人小李的
父亲感激地对检察官说。综合案件
情况，检察机关依法对小李作出不
批捕决定，在安排专人进行跟踪帮
教的同时，还向家长发出督促监护
令，督促家长修复残缺的亲子关
系。这纸督促监护令，是检察机关
开展涉未成年人案件诉源治理、彰

显司法保护实效的缩影。
近年来，检察机关运用“四大检

察”手段，推动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聚焦重点领域，深化涉未成年人公益
诉讼检察，2021年以来立案133件。

各地法院适用从业禁止、人身
安全保护令等司法保护措施，为未
成年人免受侵害筑起“隔离墙”。在
检察机关推动下，53个“一站式”办
案场所相继建立，集依法询问、身体

检查、检材提取、心理疏导、医疗康
复等功能于一体，有效避免了对未
成年人的“二次伤害”。

2019年以来，省高院累计救助
未成年人102人，发放救助金300余
万元。坚持未成年人双向保护政
策，在依法追究未成年被告人刑事
责任的同时，通过法治教育、心理疏
导，最大限度矫正挽救涉罪未成年
人。

综合司法保护，给“小苗”全面呵护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周晓荷

少年儿童承载着国家的未来和
民族的希望。

我省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立
足司法职能，将特殊、优先保护和
双向、综合保护的政策精神贯彻
到各审判领域，将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原则贯穿监督办案全过程，
促进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织密守
护 未 成 年 人 健 康 成 长 的 坚 实 防
线。

加强专业建设，用特别的爱守护“你”
少年审判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被誉为“特殊的希望工程”。
2021年 4月，省高院出台文件，

加强全省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专
业化，目前，全省有182个少年法庭，
基本实现了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全覆
盖。省检察院2019年成立第九检察
部，全面负责办理侵害未成年人和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17个省辖市检察
院均成立了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在
队伍培养和建设上，注重选用熟悉未

成年人身心特点、热爱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工作和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
育工作的法官和检察官，负责审理涉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

各地积极探索涉未成年人案件
综合审判改革，部分地区率先尝试设
立少家融合法庭。博爱县法院许良
法庭、商丘市睢阳区法院新城法庭、
潢川县开发区法庭整合少年法庭和
家事法庭审判资源，以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维护社会

稳定和家庭和睦为目标，推动少年审
判与家事审判互相促进、融合发展。
去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涉未成年人民
事案件19770件、行政案件323件。

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高压
零容忍”，2019年以来，全省检察机
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嫌
疑人 12333人，提起公诉 16804人，
法院依法对一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的犯罪分子给予刑事处罚，形
成了强大的法律震慑。

我省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加强
与有关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团体
的协作合作，从“我管”促“都管”，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保护伞”。

在省委政法委的统筹协调下，将
“防范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纳入综

治考评体系，法院、检察院、公安、司
法、妇联等单位会签了《防范打击性侵
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意见》等一揽子文
件，率先在全国多维度、多方位组合推
进从业禁止、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制
度落实，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担任法治副校长、举办模拟法
庭、编制发放普法口袋书……我省
法官、检察干警持续开展普法教育
宣传，带着案件走进校园或通过线
上直播，为教师和孩子们送去法律
知识，成为青少年的良师益友。③6

从“我管”促“都管”，共同撑起“保护伞”

织密法治防线 护航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