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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32 岁的张欣（化名）迎来第二个宝
宝。对于是否考虑生三孩，她有些苦恼地说：“现
在孩子怎么带是我们最需要考虑的事情，两边父
母在轮流排班，实在不行，我得考虑辞职呢。”如今，

“生了孩子没人带”已成为一些年轻人不敢生、不愿
育的一大原因。

8月 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增

加的一项条款引人注目：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
父母育儿假。8月 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

什么是父母育儿假？这一政策能否推动“三孩
政策”的实施？如何让“理想照进现实”，推动父母
育儿假有效落地？日前，笔者采访了一些年轻的宝
爸宝妈，并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解读。

父母育儿假可避免“丧偶式育儿”1
“不是太了解”“真没听过”“挺新鲜的”……近日，

笔者了解到，较少有人知道父母育儿假，不少年轻人
对此的认知基本停留在产假、陪产假阶段。

“育儿假与产假、陪产假不是一个概念。”全国政协
委员、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解释说，父母育儿假
是在孩子出生之后，给夫妻双方每年一定的天数，用来
照顾、陪伴孩子成长，是产假、陪产假之外的一种家庭
假期，“父母育儿假有利于提升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

“父母育儿假是出于对儿童利益保护的需要。”在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看来，孩子的成长，父母不
可缺席，育儿假可以提高家庭成员之间的黏性，避免

“丧偶式育儿”。
二孩爸爸张先生对“丧偶式育儿”深有感触：“现

在照顾孩子的担子都压在孩子妈妈和老人身上，有了
父母育儿假可以把爸爸的育儿责任承担起来，对孩
子、家庭都有益处。”

别让父母育儿假“看上去很美”2
35岁的高昆（化名）有了儿子后，为响应国家政策，

夫妻俩本打算“拼个二孩”，没想到迎来了三胞胎女儿。
如今4个孩子环绕在侧，高昆深感幸福，也备感压力。

“孩子成人前，应该由父母经常带出去长见识。
这对上班族父母而言，特别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假
期。”高昆理想中的育儿假，“不只在孩子 3岁前，至
少孩子上小学前都需要父母更多的陪伴。”

如何不让父母育儿假只是“看上去很美”？专家
认为需要政策统筹发力。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学者邓丽强调，制定父母育儿
假规则，应当兼顾性别平衡。“育儿假是父母双方都享
有的假期，就此而言，录用男性员工和女性员工应适

用同等机制，否则可能涉嫌性别歧视、母职歧视。”
有专家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出台灵活的父母

育儿假政策能确保父母公平和共同承担责任，有助
于提升生育率。那么，父母育儿假多长时间合适，一
次性休还是分阶段性地休？

参照目前各地已出台的相关条例，父母育儿假
多停留在子女 0 至 3 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
各 10 天共同育儿假。“这显然是不够的。”黄绮建
议，在实施阶段，应给予父母一定的育儿假使用自
由。比如，父母可选择一次性全休、拆分式休假或在
一天的某个时段休假，此外，夫妻双方可以自由选择
错时休假或凑时间共同休假。

走好社会各方利益“平衡木”3
95后青年小丁直言：“父母育儿假不会那么容易

落地，因为现在企业人力普遍吃紧。”
正如小丁所担心的，从现实操作和可行性角度来

说，要想将父母育儿假真正落到实处，面临一个非常
现实的问题：育儿假带来的成本，应该由谁来埋单？

蒋月表示，育儿成本分摊的主体，既包括生育者、
生育者所在单位，又包括国家。“国家应当在财政、税
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儿童服务等方面采取支持
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邓丽指出，涉及短期经济收益的问题，有时需要

员工与企业的变通和协调，有时需要从社会福利、财
政支出方面做通盘考虑，综合运用协商、免税、补贴等
方式，尽可能减少企业损失。“育儿假的实施虽有可能
带来短期的成本损失，但长远来看，绝对是有利于社
会、有利于未来的。”邓丽说。

黄绮指出，父母育儿假休多久、如何休等问题，是
一个需要从国家政策层面统筹考虑的问题。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修改后，要尽快做好各项政策衔接，对地方性
法规进行修改，走好社会各方利益“平衡木”，确保修改
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落实到位。 （韩飏 先藕洁）

本报讯（王嘉）为推动全省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引导多方力量参
与改造，构建政府与居民、市场力
量和社会资本合理共担改造资金
的工作机制，省住建厅印发《关于
积极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资本参
与 城 镇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工 作 的 通
知》，推行“改造+运营+物业”模式，
多渠道吸引市场力量和社会资本参
与老旧小区改造。

《通知》指出，各市（区）要逐步
形成“中央拨一点、省级补一点、地
方配一点、居民筹一点、企业出一
点、银行贷一点、税费让一点、产权
单位拿一点、专营单位扶一点、配建
设施创收一点”等多渠道筹措改造

资金，建立共谋、共建、共管、共评、
共享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良性循环
新机制，在各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
积极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资本等多
方共同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通知》要求，加强服务与支持，
多渠道吸引市场力量和社会资本参
与老旧小区改造，通过引导市场力
量和社会资本通过“利益共享”、推
行“改造+运营+物业”模式、提升老
旧小区改造收益、提供专业化物业
服务方式、鼓励市场力量和社会资
本作为实施主体等方式参与改造；
采取培育市场化融资主体、构建多元
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综合运用多种
投融资手段等多种市场化融资模式，

全面激活老旧小区改造资源，不断拓
宽老旧小区改造的投融资渠道；加大
业主共有设施、行政单位所属配套
设施、国有企业存量资源等的统筹
利用，不断激发老旧小区改造活力。

《通知》强调，各市区要尽快制
定本地区市场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指导意见及实
施细则，积极吸引市场力量和社会
资本改造投入，鼓励市场力量和社
会资本采取商业捆绑开发或投资建
设运营一体化模式，不断加大市场
化融资力度，着力将城市更新行动
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列入政府城市
投资引导基金支持范围，搭建用好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投融资平台。

本报讯（记者 鲜康）9月 8日，记
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2020年9月，陕西省开展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
作，截至目前，全省气象灾害风险普查
试点工作已全部完成，面向全省的气

象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正有序推进。
本次气象灾害风险普查注重“从

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
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
险转变”的工作理念，重在关注气象
灾害对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所造成的风险调查和
评估。主要开展全省暴雨、干旱、高
温、低温、大风、冰雹、雪灾、雷电等 8
种气象灾害的致灾信息调查，共享
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等气象灾害重
要承灾体信息及历史灾情信息。

陕西气象灾害风险普查试点工作完成

9月7至9日，陕西省妇女联合会、陕西妇女儿
童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99 每天 1 元钱，我送春妮
去上学”公益活动，为陕西春蕾女童助学项目助
力筹款。活动期间每捐赠 1 元钱以上，除了获得

腾讯公益的随机配捐外，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
活动结束后还将 100%配捐。该项目旨在携众人
之力，助力家庭贫困、身体残疾、监护缺失的困境
女童顺利完成学业。 杜成轩 摄

眼睛看不到、吃不下饭、药物无法缓解……说起当
初前往牙科诊所拔牙后导致颌面部间隙感染的经历，42
岁的牛女士感到后怕。

“拔牙不是小事，还是要找经验丰富的医生，通过专
业检查后才能拔。”9月 8日，经过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医生的一系列救治后，病情逐渐缓解的牛女士由衷地说。

8 月中旬，家住陕北的牛女士因智齿发炎疼痛难
忍，情急之下前往当地一家牙科诊所拔牙，回家后不久
右脸牙龈处出现肿胀现象。“诊所牙医告诉我，浮肿是
拔牙后出现的正常现象，吃点消炎药、打几次吊瓶就
能消肿。”牛女士说。

经过简单救治后，牛女士的右脸肿胀现象反增不
减，出现呼吸困难，咽不下食物，右眼视物受到影响的
情况。在女儿的陪伴下，牛女士来到空军军医大学口腔
医院就诊，由颌面创伤科主治医师宗春琳主刀，进行急
诊全麻脓肿切开引流术，患者转危为安。

“当时牙太疼了，没考虑太多，没想到出现这么严重

的情况。”牛女士感激地说，也明白了“一颗牙差点要了
一条命”的严重性。

“90%以上的间隙感染患者都是由牙病引起的。”宗春
琳说，一些牙齿类疾病，如龋病、牙髓炎、根尖周炎等，若得
不到及时治疗，感染发生扩散，就会导致颌面部间隙感染。

“许多人都存有误区，认为牙疼、牙龈肿等，吃点药过几
天牙就能好，但其实治标不治本，一旦劳累或抵抗力下降，
牙齿炎症再次扩散，就会导致感染急性发作。”宗春琳说，感
染若扩散至口底或咽喉旁，会造成患者呼吸困难、吞咽疼
痛、进食困难，更有甚者会导致失明、颅内感染等，无论发生
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可能危及生命安全。

自 2018 年起，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共接待颌面
部间隙感染患者 560 余例。“每个人都应高度重视口
腔健康，尤其是处于智齿生长期的年轻人、备孕期的
女性、糖尿病患者等人群。”宗春琳说，针对各类口腔疾
病，早发现、早治疗，能够有效避免间隙感染这一严重
疾病的发生。 实习记者 李旭东

医生：颌面部间隙感染不是个案，要重视智齿治疗

一女子因拔牙住进ICU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王思北）中央网信办（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近日公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理举
报1947.3万件，环比增长15.5%、同比增长57.3%。

据统计，其中，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
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举报36.9万件，各地网信办举报
部门受理举报99.3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受理举报1811.1万件。

在全国主要网站受理的举报中，微博、百度、阿里巴巴、
腾讯、豆瓣、今日头条等主要商业网站受理量达1337.2万件。

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
息举报中心表示，在各级网信部门指导下，目前全国各
主要网站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广大
网民可通过 12377 举报电话、“网络举报”客户端等渠道
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8月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947.3万件

据新华社微博 记者 9 月 7 日获
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
正式复函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
司，推动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

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开展绿色电力交易，将有意愿
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用户区分
出来，与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直接交

易，以市场化方式引导绿色电力消费，
体现出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产生的
绿电收益将用于支持绿色电力发展和
消纳，更好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我国推动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

推行“改造+运营+物业”模式

我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9 月 7 日，渭南市大荔县段家镇
到处都是忙着采摘柿子的果农，来自
南方的几十家客商在这里安营扎寨
收购柿子。

段家镇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
候适合柿子生长，柿子甜度高、耐
存放，深受外地客商青睐。全镇
在沟壑田地种植的七月黄、吊红、
火 葫 芦 等 品 种 的 柿 子 已 达 上 万
亩。今年喜获丰收，销售价格看
好，亩收入在一万多元，形成了“红
红火火柿柿如意”的产业，给当地
果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李世居 辛佳豪 摄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记者 张泉）国家知识产权局
日前印发通知，确定 2021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
区筹建名单。新批准筹建的 50个示范区包括西湖龙井、
汉中仙毫等 46个单一产品示范区，以及陕西富平、四川汉
源等 4个综合示范区，分布在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根据要求，各地将按照高标准建设、高水平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原则，开展示范区筹建工作，力争通过 3
年建设，提升示范区地理标志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增加地理标志产品市场附加值。

新批准筹建的 50 个示范区涉及众多久负盛名的
地理标志，包括库尔勒香梨、霍山石斛、汝瓷等，其中

33 个列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示范区域内地理标志涵
盖初级农产品、加工食品、道地药材和手工艺品等多
个类别，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企业 2444 家，直接年
产值达 1300 亿元。

据悉，新批准筹建的示范区覆盖 18 个中西部省份，
涵盖多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将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助力。

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聚焦严格地理标志保
护，深化地理标志管理改革，健全地理标志保护体系，
发挥示范区对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的带动引领作用，全
面提高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综合效益。

50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获批筹建

本报讯（李卫）继商洛花鼓戏《情怀》登上央视 2021戏
曲春晚之后，商洛花鼓戏再次荣登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走
三秦，看全运”系列专题片，为“戏剧之乡”再添异彩。

商洛花鼓是新中国成立后，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
院（商洛市剧团）组织人力深入研究、挖掘整理，在商洛
地区培育起来的地方戏曲。它发端于清代乾隆年间江
淮灾民带来的民间说唱艺术，这种艺术与当地民歌相

融合，始称商洛花鼓。
商洛花鼓音乐由“大筒戏”“八岔戏”“小调戏”三部分组

成。这三种形式各自为“家”，独立使用，形成各自不同的
唱腔音乐风格。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商洛市地方戏曲
研究院贯彻“双百”方针，累计编排商洛花鼓戏 50多部，十
多部剧目分别赴京演出和巡回全国各地演出，还代表地
方文化特色赴美国、加拿大、乌克兰进行访问交流演出。

商洛花鼓再次登陆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