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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角”绽放夕阳红

■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歌唱祖国》《雁南飞》《明天会更好》……每逢双休日或节假
日下午，安徽博物院的“音乐角”，总会响起一曲曲优美动听的钢
琴声。这些钢琴曲的弹奏者，不少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神情
专注，指法娴熟，串串美妙的音符在他们灵巧的指尖跳动，从一个
个黑白琴键上流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聆听。

位于安徽博物院 4 楼阅读空间的“音乐角”，是一个主要面向
老年志愿者群体设立的公益平台。每逢双休日下午和国家法定节
假日，有 20 多位志愿者轮流来这里演奏，用音乐“奏响”充实快乐
的晚年生活，也给人们送上一场场免费的“音乐会”。 目前，“音乐
角”开展的志愿演出已有约 110 场，受众达 6 万人左右。

在“音乐角”弹奏钢琴的志愿者，来自安徽博物院“安博之友”
志愿者团队，他们也是合肥“虹雨成人钢琴联谊会”的成员。“能在
这样开放式的公共场合演奏， 给天南地北的游客带来美的享受，
大家都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挑战性，也乐在其中。 ”联谊会副会长
郑晓燕说。 该联谊会成立于 2010 年，现有成员 100 多人，平均年
龄 60 岁以上，其中年龄最长的已有 80 岁高龄。“大家基本上都是
退休之后才学钢琴的，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相识，因为喜爱音乐、
热爱钢琴，慢慢走到了一起。 ”联谊会会长武瑞说。

70 岁的志愿者葛幼竹老人， 在元旦前夕举办的一场新年音
乐会上，以一曲《龙的传人》赢得满堂喝彩。 舞台上的他虽是古稀
之年，但一身笔挺的演出服，步伐矫健轻快，看起来容光焕发，神
采奕奕。 “弹钢琴，是我儿时的梦想。 ”葛老告诉记者，自己退休前
是电子工程学院的教师，曾自学过小提琴、手风琴，但一直没有机
会接触钢琴。直到退休后，他终于有了时间和精力系统学习钢琴，
很快被钢琴的魅力吸引，这一弹就是近 10 年。

今年 68 岁的胡建，退休前常常在业余时间拉二胡、学唱歌，
练黄梅戏。他和葛幼竹老人一样，都是退休后才开始学习钢琴，如
今一曲拿手的《北风吹》让老友们听得如痴如醉。 每天与音乐相
伴，沉浸在艺术的世界中，他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老年人学钢琴和青少年是不一样的，他们学钢琴不再是为
了促进事业发展或者证明自己，而是为了娱乐身心，放松自己，让
晚年更有乐趣。和年轻人相比，他们也更有时间、精力沉下心去精
研技艺。”从事钢琴教育 30 余年的“虹雨成人钢琴联谊会”指导教
师、安徽音乐家协会会员夏咏雯说，老人们每周聚在一起弹奏练
习、交流技艺，定期参加联谊会举办的音乐会或演出活动，展示自
我，陶冶身心。

去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虹雨成人钢琴联谊会”加入安徽
博物院“安博之友”志愿者团队，不少协会会员成为安徽博物院
“音乐角”的演出志愿者。 他们的演出舞台更大，美妙的钢琴声飘
得更远。 “除了在‘音乐角’演出，我们还参加了送文艺下乡、庆祝
建党 100 周年钢琴演奏会等公益活动，我们和乡村学校的师生们
弹琴交流，给孩子们上音乐课，提高了孩子们对音乐和钢琴的认
知。 ”夏咏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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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一老一少”食品安全

近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
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有多条针对老年人、
未成年人等群体的食品安全特殊保护条款。 如在中小学校园、托
幼机构、养老机构及周边面向老年人、未成年人销售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有毒、有害食品的，作为相关危害食品安全
犯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 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由于身
体机能较弱、自我保护意识相对淡薄，更容易受到不安全食品的侵
害。虽然食品安全法已把食品安全纳入法治化轨道，但仍有一些不
法分子在利益驱使下，面向老年人和孩子生产销售不合格、未经检
验、存在风险隐患的食品。究其原因，在于惩治力度不够、违法成本
过低，对一些违法经营生产者只是罚款了事，很难让他们感受到切
肤之痛，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如何让“一老一少”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是全社会共同关心
的大事。 此次“两高”联合发布司法解释，从严惩处危害“一老一
少”食品安全犯罪，形成法律震慑力，倒逼生产经营者将食品安全
放在心上。 “打蛇打七寸”，处罚也要打在痛处、罚到点上。 针对司
法实践中“一老一少”食品安全保护的薄弱环节，相关法律制度作
出优化调整，如有的上升到诈骗犯罪、有的在量刑时从重处罚，让
法律真正长出“牙齿”，体现了司法机关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群体
的特殊保护。

一些不安全食品能够进入中小学校园、托幼机构、养老机构
及周边销售，也暴露出监管过程存在漏洞。食品安全是系统工程，
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一个部门责任落实不到位，都有可能给
不法分子钻空子的机会。必须坚持关口前移，全面排查、及时发现
苗头性、倾向性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问题，严把食品安全的源头
关、许可关、生产关、流通关、消费关，完善全链条、全过程、全环
节、全品种的监管制度，增强专业监管、智慧监管和应急处理能
力，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老一少”的食品安全问题，在加强政府监
管之外， 还应加强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群体的食品安全教育、法
律普及。 如果老年人和孩子能主动拒绝不安全食品，或者购买假
冒伪劣食品后及时投诉举报，就能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相关
部门可以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食品安全事件， 开展政策性、科
普性的知识教育，提高老年人和孩子的食品安全意识、对健康食
品的鉴别能力，引导他们不购买不食用来源不明、假冒伪劣、过期
变质食品。

对“一老一少”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零容忍”。 抓好每一个细
节、堵住每一个漏洞，相关部门依法监管、生产经营者主动履行主
体责任、公众积极参与监督，凝聚强大治理合力，就一定能够织密
“一老一少”食品安全网，让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执笔：韩小乔
“孩子很多时候比大人还在

乎面子，虽然孩子的世界很小，但
所有的小事都不小……”打开“马
鞍山女性” 微信公众号 “诗城家
话” 家教栏目， 一篇最新推送的
“家教精品话 ”帖子 ，以生动的小
故事提醒家长在批评孩子时 ，要
顾及孩子的面子和自尊， 引发许
多家长共鸣。

“‘双减’政策下，我们积极塑
造家庭教育特色品牌，录制‘精品
课 ’、征集 ‘精彩事 ’、推出 ‘精心
话’，线上线下结合，宣传推广家庭
教育科学理念和成功做法，为家长
排忧解难。 ”马鞍山市妇联副主席
李春霞表示，该市妇联在线上录制
家庭教育“精品课，线下开展“传家
风 重家教 促和谐”活动，同时，面
向全市中小学生、家长征集家庭教
育故事，并将优秀作品纳入家庭教
育“精彩事”线上栏目，传播科学的
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助力构建和
谐亲子关系。

为增强寻找“最美家庭”品牌

活动对家庭教育的示范效应 ，马
鞍山市同步开展 “最美爸妈”“最
美儿女”“好孩子”“优秀家风故事
奖”等评选，带动广大家庭见贤思
齐。 在全省率先探索建立“最美家
庭” 礼遇激励制度， 明确礼遇方
式、礼遇程序、礼遇时限。 最美家
庭荣誉贷、好家风专项险等“实打
实” 的礼遇举措， 让 “有德者有
得”， 在全社会唱响最美家风，进
一步发挥了对家庭教育的正向激
励作用。

在强化家庭教育阵地建设方
面 ， 马鞍山市坚持项目促动 ，充
分发挥家长学校和儿童之家的
阵地作用。 该市按照“五个有”的
要求建设家长学校 303 个 。 2021
年，争取省级资金 7 万元 ，建设 3
个社区儿童之家公共服务项目 。
借助宣传贯彻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契机 ，连续开展家庭教育进机
关 、进企业 、进乡村 、进社区 、进
社会组织 “家教五进 ” 活动 17
场 ，为家长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

站等提供 “点单式 ”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 ； 以城乡儿童之家为平
台 ，组织开展 “五彩课堂 ”主题实
践 、“好家风伴成长 ” 主题教育 、
“快乐实践 收获梦想 ”儿童夏令
营等系列活动 ，把家庭教育和关
爱儿童服务送进千家万户。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 “我
们将切实发挥牵头作用 ，统筹各
方资源 ，协同推进家庭教育各项
工作 ，不断健全覆盖城乡的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努力为家庭
教育特别是留守儿童 、困难儿童
的家庭教育提供更多帮助 ，创造
更好条件。 ”马鞍山市妇联主席王
彬表示。

做强阵地 打造特色品牌

我国首部家庭教育促进法已于 1月 1日起实施。 如何汇聚各方资

源推进家庭教育、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把“依法带娃”落到

实处？ 记者在马鞍山市进行了走访———

家庭教育 怎样汇智聚力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依法带娃”的正确“打开方式”
今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使家庭教育
从“家事”上升到“国事”，所有的家长都
必须“依法带娃”了。

“依法带娃”怎样落到实处？ 记者在
马鞍山市看到，当地家庭教育工作启动
较早，以联席会议制度整合相关职能部
门的资源和力量，面向广大家庭提供家
庭教育指导和服务。 通过专家巡讲、专
题节目、专栏文章、家长座谈等多种形
式， 线上线下开展家庭教育普法宣传，
传递科学育儿理念。 进企业、进机关、进

社区 、进乡村 、进社会组织 ，深入开展
“传家风 重家教 促和谐” 家庭教育系
列活动，营造浓厚社会氛围。 借助城乡
儿童之家、家长学校等阵地，组织家庭
教育讲师“上门授课”，提供“点单”式精
准服务。

整合多方资源、 健全工作机制、调
整充实家庭教育专业师资队伍……这
一行之有效的举措，帮助众多家庭化解
了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和问题，成为“依
法带娃”的正确“打开方式”。

多方力量

共助家长育儿

“社区 、学校与我们一起交流沟通 ，
帮忙想办法 ， 终于让孩子改掉了小毛
病。 ”近日 ，家住马鞍山花山区新风社区
的年轻爸爸孙先生心情大好。

孙先生的孩子上小学三年级 ， 以前
上课时总忍不住要与同学交头接耳或者
做小动作 ， 孙先生几次批评教育都没有
明显效果，心里非常着急 。 “孩子在这个
阶段有一些小毛病也正常 ，别太担心 。 ”
了解到孩子的情况 ，学校 、社区 、家庭共
同参与，面对面交流解决问题。

“他们向我和孩子推荐了 ‘积分制 ’，
执行一段时间以来 ，孩子上课认真多了 ，
还能主动维护课堂秩序。 ”孙先生高兴地
说。 根据孩子的课堂和生活表现，父子俩
一个星期算一次积分 ， 孩子表现好给他
加 10 分 ，没有因为 “小毛病 ”受到批评加
5 分 ，达到一定的积分 ，可以点亮一个小
愿望 ；如果表现不好 、积分太低 ，就要帮
爸妈多分担一些家务劳动。

作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 ，
新风社区早在 2008 年就启动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工作，成立了社区家长学校 ，与
辖区新工房小学结对 ，整合学校 、社区 、
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开展 “家校社政 ”共
育 。 像孙先生这样在他们帮助下走出家
庭教育困惑的家长 ，还有很多 。 “我们每
年开展‘家校有约’系列活动 ，与学校 、妇
联组织联合评选优秀家 ， 还组建志愿者
队伍开展夏令营 、作业指导 、五防教育等
活动。 ”新风社区党委第一书记邢春桂介
绍说，“家教社政 ” 共育增强了服务家庭
的力度和效果 ， 向居民传递了正确的家
庭教育理念。

如今在新风社区 ， 服务家庭教育的
力量更强大、更专业。 2020 年，马鞍山市
在全省率先建立家庭教育联席会议制
度 ， 积极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体系。 2021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相关规定 ，该市将联
席单位从 22 家扩展到 29 家 ， 进一步调
整明确了各单位工作职责。

“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更好地整
合了各方力量 ， 共同为孩子健康成长营
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 ”马鞍山市妇联
家庭儿童工作部部长胡笳说。

整合资源 拓展服务内涵

家庭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建立
后， 马鞍山市妇联与相关部门联
动 ，面向全市遴选 “家校社政 ”共
育专家组成员，建立共育平台，组
成家庭教育讲师团。 讲师团设立
幼儿组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和心理教育组， 面向全市各县区
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满足不
同家庭的需求。

“生活教育 ， 就是最好的教
育。”近日，马鞍山市家庭教育讲师
团成员、花园中学校长李启群来到
该市佳山乡东湖村家长学校 ，与
40 多位农村家长交流互动， 分享
如何在日常生活、点滴小事中做好
对孩子的家庭教育。 “孩子教育是
头等大事，也是最头疼的事。 听了
老师的讲解，我心里有了底。”农村

家长李安芳深有感触地说。
去年秋季开学前夕， 国家颁

布的 “双减 ”政策引发各方关注 。
“双减”以后怎么办？ 马鞍山市妇
联联合市关工委、 教育局， 开展
“我们共成长”新生家长开学第一
课活动， 指导新生家长树立正确
的育人观、成才观，真正着眼于孩
子的身心健康成长， 开展科学的
家庭教育。

青少年叛逆期， 家长如何进
行沟通？ 马鞍山博望区妇联联合
该区检察院举办家庭教育专题
讲座 ，邀请优秀教师为家长指点
迷津。 “多主动，少逃避；多信任，
少指责 ；多担当 ，少依赖 ；多监
管 ，少放任 ”“关注孩子的交友情
况和生活习惯 ， 重视安全教育 ”

“通过陪伴 、共情 ，成为孩子的阳
光伙伴 ” ……老师给出的方法和
建议，让现场家长深受启发。

妇联组织还联合新闻媒体开
展慈善义卖 、 资助困难家庭 ，联
合民政部门开展 “春蕾慈善助
学 ”活动 ，配合该市文明办开展
评选文明家庭 、“新时代好少年 ”
活动 ，联合各县区开展 “童心向
党 、亲子阅读 ”、红色家风故事分
享会等活动。

“各方资源的汇聚整合，让家
庭教育相关活动形式更多样、内涵
更丰富， 把家庭教育普法宣传、指
导服务与评先评优、 亲子阅读、关
爱困难家庭等活动相结合，更具亲
和力、感召力，更容易触动人们的
心灵。 ”胡笳告诉记者。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