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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保护“半边天” 呵护“少年的你”
未来我们怎么做？

� � 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
发展；提升未成年人关爱服务水
平；加强家庭建设……“十四五 ”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
案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未来和谐
社会的新图景。

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 离不
开法治的倾情护航。 8 日提请审
议的两高报告中，“促进和谐家庭
建设”“倾情守护未成年人安全健
康成长”等内容占据重要篇幅。

不断完善的法治，让妇女儿童
的“护身符”越来越多。 面对侵害应
该怎么维权？ 代表委员“支招”了。

关键词一：
对家暴“零容忍”

“家暴”不是家务事。 5 年前
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的一个重
要措施，就是为家暴受害者提供
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2020 年人民法院签发人身安
全保护令 2169 份，探索将家暴防
治延伸到婚前、离婚后及精神暴
力等情形。 多地法院完善反家暴
联动机制，筑牢妇女、儿童等群
体免遭家庭暴力的“隔离墙”。

眺望未来，目标明确。 纲要
草案提出，要“严厉打击侵害妇

女和女童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
行为”“加大反家庭暴力法实施
力度”。

“反家暴法实施 5 年以来，在
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取得不小
成绩。 ”全国人大代表、山河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办副主任
张晓庆表示， 各地法院虽然已经
陆续运用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
度，但总体来看适用范围还较小，
应当加强该制度实施力度。

“家暴常常发生在隐秘的家
门内，很难被发现。 ”张晓庆认
为， 要进一步完善包括公安、法
院、 街道社区等在内的联动机
制，及时发现家暴苗头、化解家
庭矛盾、调解家庭纠纷，更好地
预防家暴事件发生。

“向家暴勇敢说‘不’！ ”主演
了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副院长冯远征呼吁，不要让
美丽的生命因为家暴而凋零，面
对伤害要选择“零容忍”。

关键词二：
斩断伸向孩子的“魔爪”

近年来，一系列侵犯未成年
人权益的案件牵动人心。 纲要草
案明确，“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孩子就是保护我们的

未来。 从严追诉性侵、虐待未成
年人和拐卖儿童等犯罪 5.7 万
人；支持起诉、建议撤销监护人
资格 513 件……两高“成绩单”
背后，流淌着法治的温情。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挑战法
律和社会伦理底线。 如何斩断伸
向儿童的“魔爪”？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贾宇表示，针对侵
害未成年人的犯罪类型、 特点，
浙江检察机关探索出了教职员
工入职前查询违法犯罪记录等
经验，已被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吸收。

“制度的建立能在一定程度
上帮助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发现
犯罪线索、固定客观证据，有助
于检察机关和有关部门及时开
展保护救助工作，避免未成年人
受害者遭受二次伤害。 ”贾宇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
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师
刘红宇建议，一方面要建立儿童
性侵调查干预机制，对性骚扰未
成年人等问题及时介入干预；另
一方面，要将相关课程纳入学生
必修课，提高未成年人反性侵的
意识和能力，对未成年人的家长

也要强化相关学习辅导。

关键词三：
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一到假期， 网络和广告牌
上，以未成年人为目标群体的广
告就开始“洗脑轰炸”，让人防不
胜防。

“目前市场上面向中小学生
的学习 App 数量众多，不少都暗
存不良信息、内置游戏。 此外，未
成年人打赏网络主播等问题频
发，应进一步加强监管。 ”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公管学
院教授马一德说。

两高报告也提出了网络秩

序综合整治、加大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力度等内容。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
副主席胡旭晟建议，尽快完善相
关立法，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将
不适宜面向学龄前儿童发布的
各类在线教育广告和“小学化”
课程项目全面下架，确保学龄前
儿童按规律健康发育成长。

全国人大代表、 郴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院长雷冬竹表示， 近年
来，从立法到司法层面，相关部门
加大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力
度， 全社会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
意识空前提高， 表明我们国家的
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都在进步。

（据新华社）

生机勃勃的三月， 一片新
绿。 3 月 12 日植树节，大家乐中
国区义工队一行 30 余人又一次
来到慧灵农场，开展“乐慧长青”
义工活动，为农场通渠、堆肥、种
菜，与慧灵学员用心交流，助力
心智障碍人士社会融入，让公益
之树长青。

据了解，自 2011 年起，坚持
“回馈社会” 的大家乐年复一年
践行可持续公益，今年是大家乐
携手慧灵机构的第 11 个年头。

大家乐义工
助慧灵农场焕新姿

据介绍，慧灵智障人士服务
集团依托社区， 在全国 38 个城
市设立服务点，为心智障碍者提
供多元化和社区化综合服务。 广
州慧灵始创于 1990 年， 是慧灵
的发源地，旗下有幼儿园、特殊
教育培训中心、 职业训练中心、
庇护工场、托养中心、慧灵农场、
麦子烘焙、 社区家庭和 90 艺术
工作室共九个服务单位，分别为
不同年龄和需求的心智障人士
提供教育、职业培训、庇护就业、
家庭居住以及托养服务。

慧灵学员面临全生涯挑战，
融入社会是他们最需要的帮助，
既需要像慧灵一类的公益机构

服务辅导，也需要像大家乐这样
热心公益的企业爱心助力。

“来慧灵农场的次数越多，
我对这里和慧灵学员们的认识
和亲近感也越来越深，” 一位多
次参加活动的大家乐义工说，

“不管再忙， 我都会挤时间来看
看这帮老友。 ”活动负责人透露，
每次义工活动都有很多大家乐
员工主动牺牲休息时间报名参
与，其中不少还是每一次活动都
来的老熟人。

活动当天，熟悉农场和学员
的老义工发扬“传、帮、带”精神，
自发充当向导，给新队友分配任
务、 指导同伴安全劳作知识，分
享除草小技巧、 农具使用攻略，

与慧灵学员的沟通技巧等。 很
快，在慧灵社工的带领下，大家
乐中国区义工与慧灵学员们一
起，分为四组，有的拿铲、有的推
车……农场里一片热火朝天的
劳动场景。 大家互帮互助，挥洒
汗水，快乐交流，在欢声笑语中，
修整一新慧灵农场焕发新姿。

劳动结束后， 大家乐义工与
慧灵学员们围坐一起分享劳动成
果， 由慧灵农场社工老师引导大
家采摘的健康有机菜，生菜、皇帝
菜……化为一桌鲜香扑鼻的菜
肴，同时还有大家乐提供的“乐聚
壹堂”盆菜。其乐融融的午餐进一
步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慧灵学
员纷纷露出开心的笑容， 拉着大

家乐义工说，“欢迎你们再来”。第
一次参加活动的义工周小姐表
示：“今天的活动让我对心智障碍
人士有了全新的认识， 他们不仅
能干，还多才多艺，与我们一样渴
望美好生活。 大家都有责任帮助
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 ”

慧灵机构负责人表示，感谢
有像大家乐这类重视社会责任
的企业，为学员提供帮助，增强
他们融入社会的自信心。 已在大
家乐工作多年的义工队员小刘
就曾是慧灵学员，“她的事例令
其他学员大受鼓舞。 ”大家乐集
团中国区行政总裁杨斌先生与
我们分享了自己参与公益活动
的一些故事，他还强调大家乐会
继续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带领
旗下员工参与公益活动，让公益
理念有机的融入到大家乐的企
业文化当中。 他自己也把公益贯
穿到整个生活方式，重视培养新
一代的公益意识，更希望孩子们
也能从小就学会接纳和尊重弱
小群体，亲近和爱护大自然……

乐善 11 载
回馈社会公益长青

大家乐集团中国区行政总
裁杨斌在活动最后分享了自己
过往参与公益活动的故事，强调

大家乐会继续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让公益理念有机的融入到企
业文化当中，鼓励员工把公益贯
穿于生活方式，重视培养新一代
的公益意识，希望孩子们从小就
学会接纳和尊重弱势群体，亲近
和爱护大自然。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大家
乐一直致力于回馈业务所在的
地区，创造长远价值，为社区带
来快乐及正能量。 据统计，大家
乐集团至今已经为 250 多名身
体及智力障碍人士提供就业机
会，促进社会共融。 大家乐中国
区秉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 的理念， 携手慧灵乐善 11
载，共同致力于帮助心智障碍人
士融入社会；携手腾讯公益推出
针对心智障碍者帮扶的“99 公益
日”活动，助力心智障碍者职业
重建计划。 大家乐通过多样的公
益活动， 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探索可持续公益发展，让大家乐
公益之树长青。

未来， 大家乐中国将会继续
配合集团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回
馈社会”的战略理念，坚持深耕社
区、服务社区、回馈社区，从点滴
关爱入手， 因应不同的需求与挑
战，探索出更加成熟和具可行性、
创新性的社区公益项目经验，塑
造可持续的公益品牌。 （张明敏）

乐善 11 载公益长青 慧灵农场又迎来大家乐义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