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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招来女婿气走儿子”
许海兵

给精准扶贫“细胞工厂”点赞
吴 旭

不少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不足，“没人带孩子”成为家长的后顾之忧——

如何破解婴幼儿照护难题？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

照 护 服 务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提出到2025年，多元

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

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

成，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

得到进一步满足。在许多地

区，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不

足，特别是全面二孩政策实

施后，“没人带孩子”成为

制约家庭再生育的突出因

素。如何让婴幼儿照护更省

心，一些读者来信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

强化政策支持力度
左崇年

坚持公办民办并举
吉建平

提高照护从业者素质
孙晓东

着力发展社区服务机构
石志新

废弃矿山绿色转型

不可忽视家庭照料的基础性地位
邓 野

根据婴幼儿发育特点，无论在何种
条件下，都不应忽视家庭照料在婴幼儿
托育服务体系中的基础性、核心性地
位。特别是18个月以下的孩子，因为几
乎完全没有自理能力，家庭照护特别是
母亲工作后的隔代照护在很长时间内无
法由托育机构取代。

因此，将家庭照料纳入整体托育服
务体系之中，为照料者提供相应的专业
化、标准化服务，不仅可以丰富托育服务
体系的供给主体，还可以起到分担降低
政府、社会服务供给成本的作用。

一是提供专业化培训，实现育儿
有道。针对家庭照料者普遍的育儿烦
恼，依托社区、医院开展集中培训，
或家庭医生上门宣传介绍项目，通过
现场讲授示范，免费提供理性教育、

婴幼儿行为规范等方面的知识，避免
父母和祖父母因为育儿理念分歧造成
家庭内部矛盾，也可以让隔代看护者
能走出单纯依靠“经验”的误区，对
孩子实行科学照料。

二是提供标准化“喘息”服务。家庭
照料婴幼儿是长期、不间断的劳动，照料
者难免身心疲惫。对此，可以依托社区
建立具有资质的婴幼儿早教活动中心加
以调整。同时，有条件的地区，也可以通

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让权威部门认
证的育婴机构上门提供入户服务，为照
料者提供一个缓解身心压力的机会。

三是提供补偿化津贴，提升主动
性。借鉴其他老龄化国家相关经验，因
地制宜制定灵活多样的补贴政策，通过
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形式，为承担照料者
提供补贴，为看护孩子的老年人身心健
康提供保障，减少因为经济原因和身体
原因造成家庭照料供给缺失。

面对当前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和老龄
化等问题，单靠政府、社会和家庭任何一
方都无法根本解决婴幼儿的托育难题。
只有通过发挥家庭主体性作用，让政府
和社会提供专业化保障，让多种社会资
源在市场主导下，按照规律实现配置最
优化，才能真正解决婴幼儿托育服务问
题，减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
支行）

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父母
及家庭成员是最理想的人选。不过，婴
幼儿照护如果仅靠家庭确实有些力不
从心。

当代 女 性 往 往 要 兼 顾 家 庭 和 职
场。为了照顾年幼的子女，有些女
性可能不得不中断职场生涯。所以
说，保障育龄妇女的休假权，鼓励
用人单位灵活安排工作时间，支持
脱产照护婴幼儿父母重返工作岗位，
都值得探索。可是，站在企业的角
度看，相关举措则会增加不小的成
本 负 担 。 因 为 女 性 从 怀 孕 到 生 产 ，
要经历一年多时间，企业岗位往往
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自然不希望
因女工休过长时间的产假影响工作。
毕竟企业是要盈利的，没有盈利，就

会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正因如
此，现实中个别企业在招聘时或明或
暗地歧视女性，极个别企业对待孕期
女员工十分冷漠，想方设法使其主动
提出离职。

可见，有相关政策与生育政策、
照护政策相配合，才能促进婴幼儿照
护取得好效果。除了提醒企业增强社
会责任感，有关地方应探索一些优惠
激励政策。比如，通过税收优惠等为
女性职工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时对企
业予以政策性补偿，从而激励企业落
实好产假制度，支持脱产照护婴幼儿
的父母重返工作岗位，不受就业歧视
等，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实现社会各
方多赢格局。

（作者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潜山北路）

目前，在不少地区，幼儿教育资源
尤其是普惠性资源不足，婴幼儿照护给
许多家庭带来了负担。要着力扭转上公
办园难、民办园贵的局面，需要从多个
层面一起发力。

首先，坚持公办、民办婴幼儿照护
机构并举，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
体的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公办园在园幼
儿占比要逐步提升，最低保持在一半。
积极扶持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照护服务
园，规范营利性民办园发展，满足家长
不同需求。

其次，扩大资源供给，规范小区配
套幼儿园建设使用。要多渠道挖潜扩大
增量，充分利用腾退搬迁的空置厂房、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农村中小学闲置校
舍等资源，以租赁、租借等形式办园。

鼓励支持街道、村集体、有实力的企事
业单位办园，在为本单位职工子女入园
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普惠性
服务。

再次，坚决抑制过高收费。遏制过
度逐利行为。各级政府要出台非营利性
民办园（包括普惠性民办园）收费具体
办法。营利性民办园收费标准实行市场
调节价，具体收费标准由幼儿园依据办
园成本、办园水平、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自主确定，各级
政府依法加强对民办园收费的价格监
管，坚决抑制过高收费。民办园收取的
费用应主要用于幼儿保教活动、改善办
园条件和保障教职工待遇，每年依规提
交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作者单位：山西原平农村商业银行）

近年来，各地大打招才引智牌，各种博人眼球的人才引
进优惠政策一波接一波，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很多地方却
陷入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一怪圈，在人才使用上厚此
薄彼，光顾给外来人才“备彩礼”，却忘了为本土人才“作
嫁衣”。如此一来，不仅可能造成人力资源浪费，还会严重
打击本土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甚至还会出现“招来女婿
气走儿子”的现象。

人们常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有的外来“和
尚”念得好，也有的念得一般，有的甚至还不如本地的“和
尚”念得好。因此，可以相信有的外来“和尚”会念经，但
是绝对不能迷信外来的“和尚”。古人尚知“十步之内必有
芳草”的道理，今天的人们绝不能为了招揽“金凤凰”，却
对自己枝头上的“鸿雁”置之不理。

我们党一贯坚持不拘一格用人才，使用人才从来不分内
与外，更不分本土与外来，人才的引进与使用都不能戴着有
色眼镜，只要是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我们都要一视同仁、平
等对待。不管是外来客还是本地户，无论是高学历、高职称
还是学历不高的“土专家”“田秀才”，都应该予以充分尊重
并大胆使用。外来的人才有其突出的优势，很多本土人才的
能力也毫不逊色，甚至一部分人的能力更强。在“抢人大
战”中，各地不能只顾给外来人才贴金，却忘了给自家田地
浇水，导致“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局面。

（作者地址：四川省三台县琴泉路）

当前，我国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存在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为此，国家
专门出台相关文件明确，要加大对社
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笔者
认为，发展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正当其时，很有必要。

首先，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具
有明显优势。一方面与社会上的民营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相比，社区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具有官方性质，把宝宝放在
社区，父母更加放心；另一方面，社区
离家较近，父母接送孩子更加方便，同
时，与社区工作人员更加熟悉，沟通起
来也很方便。

其次，社区是民生保障的重要载
体。政府部门应投入财力、人力鼓励
社区兴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现在

没有照护机构的老旧小区，要尽快设
立，正在建设的小区，要按照可容纳
人口比例，做好规划，按有关标准和
规范，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
套安全设施，以确保小区居民的婴幼
儿能得到更好照护。

再次，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的设立、人员配备，照护服务人员的资
格，要实行严格的审查审批制度，严格
按照规定的标准配备床位、炉灶、玩具
等，并加强日常监管，确保所有配套设
施安全卫生。发现有虐童等行为的机构
和工作人员，要对当事人和机构实施严
厉处罚，对当事人终身禁入该行业，对
照护服务机构实施整改。

（作者单位：威海市海洋与渔业监
督监察支队）

随着城镇化加快、“二孩时代”到来，
广大群众对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
需求越来越迫切。这种需求一是体现在
数量上，需要更多照护人员；二是体现在
结构上，需要更多高素质从业人员。

笔者认为，提高 3 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
平是满足这一需求的关键。

现实中，不少父母都希望找到好的
保姆帮忙照看婴幼儿，但很多父母却对
保姆不放心。要解决父母们的担忧，就
必须加快培养相关专业人才。高等院校
和职业院校要根据需求开设婴幼儿照护
相关专业。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专业
化、规范化建设，有利于引导婴幼儿照
护行业提升人才队伍水平。

从业者的职业和专业素养，不仅

体现在业务水平上，更重要的是体现
在职业道德上。由于 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具有特殊性，因而必须把从
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放在首位。比
如，在职业准入机制中，必须注重道
德素质的考核。要对虐童等行为零容
忍，一旦发现，对相关人员实行终身
禁入。同时，在业务水平上，通过职业
院校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途径确保从
业人员符合要求。另外，有必要对从业
人员实施分级，通过设置此类技能技术
人才的高级岗位，为从业人员开辟职业
晋升通道。

总之，只有确保从业者具有较高职
业技能和道德素质，才能解决好父母们
的后顾之忧。

（作者单位：山东省平度市新闻中心）

上图 5月20日，湖南省东安县红星摇篮幼儿园的孩子们在
老师指导下习字、学画。近年来，当地从办园条件、师资力量、教学
理念等方面对县内幼儿机构实行动态管理，不断提升幼儿早教的
软硬环境。 严 洁摄 （中经视觉）

右图 5月21日，河北省宁晋县百灵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育婴
师杨红英（右二）在照护幼儿。 赵永辉摄 （中经视觉）

5月2日，梦之队骑行俱乐部在齐鲁酒地千亩花海晨间骑
行、游览。山东安丘经济开发区青龙山片区原是废弃采石坑，
生态环境脆弱，2012年规划建设齐鲁酒地文化创意产业园，目
前已成为一个文旅休闲养生区。 吴小宝摄 （中经视觉）

图为江西省宜丰县棠浦镇由老煤矿转型“变身”的500亩
光伏发电产业基地。近年来，该县在关闭全县16家地方煤矿
之后，支持煤矿退出企业与本地绿色生态产业对接，使原来“千
疮百孔”的老煤矿变身为绿色生态产业基地。

黄苏风摄 （中经视觉）

据新华社报道，河北省临西县针对自身残疾或家人重病
重残，无法外出务工贫困户，开展了“三送一收一支”服务，把
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原材料送到贫困户家中，上门回收成品
并支付工钱，把生产车间建在贫困户家里，打造出了以家庭为
单位的120多个“细胞工厂”，带动包括残疾人在内的2000多
名贫困人口实现就业，人均工资性收入2000元以上。

如今，一些地方的特困家庭大都与老、弱、病、残等因素有
关。即使一些男女劳动力有能力外出务工赚钱，但因要照顾
家中重病重残实在“无法外出”，只能守在家里，靠种植自家

“一亩三分地”来维持基本生活，确实难以脱贫。
地方政府部门与劳动密集型企业联手建起“细胞工厂”，

将生产车间建在“无法外出”的特殊贫困户家中，把手套缝纫、
油门拉线、服装刺绣等生产技术、设备、原材料送上门，让贫困
户足不出户就能赚钱养家，无疑能使贫困户“赚钱和顾家”两
不误，有利于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必将激发贫困户靠勤
劳双手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临西县的“细胞工厂”启示我们，只要因“人”制宜，分类施
策，把精准扶贫工作“精”到家、“准”到人，就一定能够找到让
贫困户彻底摆脱贫困的“良方”，帮助他们过上小康生活。

（作者单位：江苏省沭阳县残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