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文艺院团迎接儿童节

宝贝们线上开起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 吴桐） 今年， 不少文艺院团把

“云”上舞台交给了孩子们。昨天 10时，上海歌剧院
“宝贝们的演唱会”在 B站、抖音、快手等平台开启
直播。19时，上海民族乐团的“快乐哆来咪”音乐会
也准时上线。

自 5月 14 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出邀请，

短短 10天，上海歌剧院就收到了 50位小朋友的视
频投稿，其中有不少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
的中国小朋友，年龄最小的才 3 岁。投稿的孩子们
在指定的 6首歌曲中挑选拿手作品，根据特定音乐
伴奏表演。 曲目中既有小朋友们熟悉的网红歌曲
《小跳蛙》《笑起来真好看》，也有富于童趣又十分励
志的《萤火虫》《蜗牛》，还有近年赢得儿童原创歌曲
大奖的《快乐的小马》。此外还有一首《人间》，特别
邀请爸爸妈妈献声，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

上海民族乐团的 “快乐哆来咪” 共征集到 194

个作品，包括各类独奏和各种乐器组合重奏。最终
22首作品被选中，通过剪辑和编排，让音乐会成形。

6个孩子担任了这场音乐会的主持人， 认真向观众
介绍每一个节目。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不少节目都
能看出他们多年的乐器功底和舞台表现力。4个小
朋友表演的阮重奏《斗牛》有模有样，让人感叹“也
太多才多艺了吧”！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重启

为抗疫医护家庭设专场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5月 30日，中国福利会

儿童艺术剧院邀请瑞金医院 21组抗疫一线医务工
作者家庭走进儿童剧《东方小故事》彩排现场。场铃
响起，大幕拉开，从演员到观众都感受到久违的剧
场演出亲切感， 观众席不时冒出孩子的清脆笑声。

儿艺剧院院长蔡金萍深有感触地说：“这是有史以
来剧院最特别的六一儿童节。”

今年“六一”，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为全市少年
儿童精心准备了一个戏剧大礼包。大礼包核心内容
是由中华传统故事改编的 2020年度剧院首部新创
儿童剧《东方小故事》，由《晏子使楚》《曾参教子》

《三尺巷》 组成。“剧院鼠年第一次开门， 演员很兴
奋，因为已经 132天没有正式舞台演出，所有人都
铆足劲，我也很感动，小观众反应很直接。”蔡金萍
表示，将争取把作品打磨得更好。

今天下午 1时，儿艺剧院将在云端为广大少年
儿童拉开马兰花剧场的大幕，为大观众小观众送上
大礼———云上儿童节直播暨儿童剧 《东方小故事》

戏剧公开日活动。 剧院联合上海市戏剧家协会、蔡
金萍儿童戏剧工作室在新浪上海和看看新闻两个
平台的直播间同时段为广大少年儿童打开中福会
儿艺剧院的大门。蔡金萍与知名主持人金炜将在云
端带着孩子们走进儿艺剧院， 走进马兰花剧场，揭
开《东方小故事》神秘面纱。400 张免费“爱心公益
票” 在直播室准备妥当，200张现场抢票，200张献
给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及弱势群体
家庭。

今日看点通过测评为科技、教育部门制订青少年科教政策、布局科创教育资源提供参考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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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泳

经过两年起草，《中华人
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
康促进法》今起正式施行。《基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共
包含十章、一百一十条，涉及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
机构及其人员、 药品供应、健
康促进和筹资等问题。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是我国公共卫生
领域的里程碑，也将成为指导
未来很长时间内相关卫生政
策制定、行业发展的准绳。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体现的是国家对卫生
事业的高度重视。” 上海市卫
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金春林告诉记者，“此前我国
有药品管理法、 执业医师法，

但还缺一部这样的基本法。而
今这一空白被有效填补，人民
群众的生存权通过健康权来
落实，这也从顶层设计呼应了
人民群众长期关心的问题。”

专家表示，健康权或将载
入宪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
康促进法》第四条提出：国家
和社会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
权。第五条则进一步对健康权
定义：这一权利根本是公民依
法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在第二
章基本医疗服务中明晰了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范畴，并规定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国家免
费提供。“虽然基本法比较宏观， 但有了纲领性指
导， 包括疾控应急救治等细则问题均找到了法律
依据，在新冠疫情后出台基本法尤有意义。”金春
林说。

记者翻看基本法，与新冠疫情相呼应的是，第
十九至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应对传染病疫情中应
担负起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九条要求国家建立健
全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体系，有效控制并消除危害；

第二十条要求建立传染病防控制度， 制定传染病
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加强预警，任何组织和个人
应当接受并配合医疗卫生机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
察等措施。业内专家认为，基本法的出台将更有利
于地区落实、完善地区政府规章制度，政府财力人
力倾斜公共卫生等均有依据， 以此最大力度保障
民生健康。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在酝酿阶段备
受国内外医务工作者及业内专家学者关注重视。全
球权威期刊《柳叶刀·公共卫生》肯定了《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象征意义。

记者采访中获悉，《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 立法目的之一是助力实现 《健康中国 2030》倡
议———到 2030年中国实现关键卫生指标。 金春林
表示，“真正让人民群众感受得到福祉，地方政府完
善落地细则及实施意见至关重要，唯有这样，才能
真正落在老百姓的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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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科学实践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青少年科学素质测评初步结果首次发布，形成“知意行”指标体系

■本报记者 俞陶然

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关乎一个国家和地区
的科技创新未来发展，上海正在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如何为科创中心储备
一批具备较高科学素质的人才？昨天，一项关
于上海青少年科学素质测评的初步结果首次
发布，显示 9—11岁青少年的优势在于对科学
知识和科学方法的掌握；12—15岁青少年在科
学精神维度上的成绩尤为突出；16—18岁青少
年的优势在于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领会。

测评结果还显示， 上海青少年的科学实践能
力、科技创新能力需继续稳步提升。

建原创试题题库进行测试
上海青少年科学素质测评课题组集聚本

市高校、科研院所多名专家学者，历时一年多，

探索解答了 3个主要问题。

在对青少年科学素质的界定方法方面，课
题组已建立 6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指标，

并对指标进行科学依据、意涵界定、逻辑关系、

测试之关注点的解读。一级指标分别为科学知
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实践
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课题组还将科学知识、

科学方法归纳为“知”，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
归纳为“意”，将科学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
归纳为“行”。

在对青少年科学素养的测试方法方面，截
至 5月底，课题组已建立近 1200道含有原创试
题的题库。这些题目设定某个情景，让青少年作
出判断， 不仅能考查青少年对科学知识等方面
的掌握情况， 更能考查青少年的科学实践能力
和科技创新能力。例如一道“旗杆影子”题，题干
表明在“六一”儿童节早上的上海某学校操场，

一根旗杆在阳光照射下在地上形成一个影子，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 旗杆影子的位置和走向会
发生变化。要求从 4张示意图中，选出符合当天
15时旗杆影子位置和走向的示意图。

命题专家分析说，这道题用于测评 12—15

岁青少年，反映出科学素质的“知、意、行”效
度，包括地理基础知识、物理光源产生影子、光
影同步变化规律、联系具体时间的逻辑推理思
维、 结合生活实际的科学实践能力， 体现了 6

个一级指标的不同占比，能综合考查青少年的
科学素质。

在对青少年科学素质的量化指标方面，课
题组采用建模方法来比对不同年龄的青少年
科学素质实际水平，通过数据统计建模进行解
释和分析。

创造条件让青少年做实验
如何让上海青少年的科学实践能力、科

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课题组专家介绍，2016

年 4 月至 2020 年 5 月，市教委、市科委依托

高校和科研院所，已在全市布局 30 多个上海
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 下设 108 个
实践点， 已有 2664名教师与 11220名学生参
与全年 40 课时的研究型课程学习。在科研人
员指导下，进站学生查文献、做实验、写科学
报告等，其科学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明显
提升。“今后， 各实践站每年都会接收一定数
量的高中学生， 引导更多青少年走上科技创
新道路， 也为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提供必要
条件。”

已有 18年历史的上海市青少年科创品牌
项目“明日科技之星”，也是一项旨在培养和提
升青少年创新和实践能力的活动。课题组专家
说，去年“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有一道动手
题令人印象深刻———给学生一根 2 米长的铅
丝，要求他们制作一辆自行车模型，铅丝不能
剪断也不能剩余。“孩子们的表现差异很大，有
些孩子善于观察生活，能自己画设计图，再根
据图纸做出自行车的主要部件，有的孩子则表
现不够理想。这种工程创意思维和实践动手能
力，需要在青少年时期加以重视和培养。”

据悉，上海第二次青少年科学素质测评将
于今年 7 月进行， 计划覆盖全市 16 个区的
5000名青少年。目前，课题组正在完善指标体
系、扩容并优化题库，希望通过测评为科技、教
育部门制订青少年科教政策、布局科创教育资
源提供参考。

本市出台“硬核”举措关爱困境儿童，今起实施

父母有能力却不抚养孩子？追索费用！
■本报见习记者 顾杰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千
万孩子们的节日里，一群“特殊”的儿童获得一
份特别的关爱。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由市
民政局联合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发改委、

市教委、市公安局等 13个部门共同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困境儿童保障和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今起正式实施。

根据《通知》要求，本市将通过落实基本生
活保障，加强医疗和康复保障，完善教育资助
和教育救助等渠道，进一步加强针对困境儿童
的保障。同时，将通过督促落实监护责任、强化
安全保护机制、 增进日常关爱服务等方式，进
一步加强对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
服务工作。

医疗救助不再核定家庭收入
所谓困境儿童，是指在出生、发育和成长

过程中，遇到特殊困难境遇的儿童群体。比如
受虐待儿童、长刑期罪犯子女、贫困家庭儿童
等儿童，这些儿童虽然有父母，称不上孤儿，却
面临着“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困境。

为此，《通知》明确要求进一步完善本市困
境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事实上，自 2018

年起，上海已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困境儿童基本
生活保障制度，为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每人每
月发放 1800元基本生活费；2019年，又将保障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1900元。同时，在保障群
体范围上，上海的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对象
不仅完全覆盖要求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还拓
展增加了 “因家庭监护不当导致陷入困境”的
儿童群体。

除了基本生活保障，《通知》还对困境儿童
在医疗、 教育等方面的救助做出了细致的规
定。在医疗救助方面，《通知》要求全市各区对
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按规定实施医疗救助，分
类落实“资助参保”政策的要求。《通知》还明
确，将本市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对象参照本
市低保家庭成员给予医疗救助，不再核定其监
护人家庭实际经济收入。在教育资助和救助方
面，《通知》明确，本市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对象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和中等
职业学校等 4个阶段，均参照孤儿标准享受教
育资助。

有能力却拒不抚养可追索费用
在困境儿童群体中，还有一类儿童，他们

或是被父母遗弃，或是其父母明明有能力却未
履行监护责任，有的儿童甚至因为监护人放任

不管而成了“流浪儿童”，这部分儿童，也是困
境儿童保护制度重点关注的对象。

对此，《通知》强调，对有能力履行抚养义
务而拒不抚养的父母，民政部门可依法追索抚
养费。同时，《通知》还要求公检法等部门要依
法打击监护侵害、故意或者恶意不履行监护职
责以及其他各类侵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
为。 在强化安全保护机制落实方面，《通知》明
确将进一步健全完善本市困境儿童安全保护
工作操作规程，开通热线受理平台，建立“一口
受理、协同处置”安全保护工作模式。在加强日
常关爱服务方面，《通知》明确要求必须着重从
家庭探访、临时救助、控辍保学和法律援助等
多方面入手，同时注重发挥共青团、妇联等群
团组织优势，提升关爱服务能力。

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需要更多耐心和细
心，这离不开相关工作队伍的建设。为此，《通
知》要求，加强针对困境儿童与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障工作的基层工作队伍建设， 同时，鼓
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相关工作。

为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通知》

明确，将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障工
作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加大政府购
买未成年人社会工作类社会组织和心理服务
类社会组织服务的力度。

本报讯（记者 诸葛漪）“乖乖牌”小狼卢卡斯脸戴
墨镜、脖挂金链，跟着动感的节拍跳起抖音热曲；“端
庄优雅”的芭蕾舞女孩变身未来荧光舞者。舞台上“一
本正经”的木偶们走进直播间。昨天，1960年 6月 1日
建团的上海木偶剧团在抖音与 B站直播间， 互动抽
奖、云切生日蛋糕，邀请观众们共同庆祝六一儿童节。

深受观众喜爱的《最后一头战象》中的大、小象噶
羧作为惊喜嘉宾也出现在直播间， 掀起互动热潮。谈
到如何想到让小狼卢卡斯跳抖音热舞， 演员文雅表
示：“木偶不仅有传统剧，也加入很多时尚元素。小朋
友特别聪明，接受新事物特别快，我们要打造自己的
木偶小明星。”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直播当然少不了
传统技艺展示，杖头木偶、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皮
影， 久未登台的演员们努力将最完美的一面借由木
偶呈现给观众， 希望通过直播平台让更多青少年认
识、了解木偶。

少年发明湿垃圾专用袋
本报讯 （记者 许沁）在松江九亭一家生

鲜超市，“白菜拉拉袋”在陈列架上挂得满满当
当。由闵行区文来中学八年级学生施源发明的
这种垃圾袋日前进入超市销售。父子俩还在抖
音平台开通直播带货， 平均每只价格不到 4角
的拉拉袋，目前大约每天可以销售一万余只。

“白菜拉拉袋”外包装上的环保标签印有
“不脏手、不破袋”，以及垃圾袋的使用说明。

施源坦言，发明白菜拉拉袋，源于自己生
活中倒垃圾的经历。为了倒湿垃圾破袋时不湿
手，他琢磨是不是可以在塑料袋底部装上绳子
或带子，帮助倒湿垃圾。在爸爸和好友支持下，

施源着手设计并反复实验。很快，白菜拉拉袋
1.0版产生：一根辅助带，一端固定，另一端方
便撕断，这样，倒湿垃圾就不会弄脏手了。小家
伙不断追求完善， 在师长和朋友的帮助下，如
今拉拉袋已改良升级至 6.0版。

小发明解决了生活中的难题， 施源凭借
《基于垃圾分类的厨余垃圾专用袋 “白菜拉拉
袋”的设计与实现》项目，获得第 35 届上海市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

一等奖。如今，拉拉袋已在淘宝、微信小程序上
架，受欢迎程度远超父子俩预期。

演员们呈现皮影舞蹈《乌鸦与狐狸》。

抗疫医护人员子女征文演讲颁奖

倾诉“我想你”“请放心”

本报讯（记者 龚洁芸）昨天，上海新冠肺炎
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主题征文演讲征集活动
颁奖仪式在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举行，以
学生视角记录家庭成员中“最美逆行者”亲历战
疫一线的事迹，致敬战疫英雄，分享成长感悟。

活动自 3月份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征文
336篇，演讲作品 160个。经过专家评委的初、

复评，共评选出征文作品特等奖 20篇、一等奖
23篇、二等奖 85篇、三等奖 139篇；演讲特等
奖 10 个、一等奖 22 个、二等奖 49 个、三等奖
54个、 参与奖 87个。10位同学组建线上演讲
团将在主流媒体和教育平台展示。

颁奖活动进行了部分获奖演讲、 征文作
品展示。 上海市东方中学的邢思贤同学演讲
《我的英雄妈妈》， 杨浦小学分校的林鑫浩同
学带来演讲《“最美的”抗疫战士》。“我想你”

和“请放心”是参加本次演讲征文活动的孩子
们说得最多的话语，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医
护人员“身后”默默地守候。

这个儿童节，小朋友们这样过

“云探秘”揭秘科技防疫
“云课堂”收到父母来信

■本报记者 许沁

为迎接“六一”儿童节，不少活动因为疫情
改到线上。在这个特殊的“六一”，孩子们最渴望
收到怎样的节日礼物？怎样过儿童节才有意义？

“云”探秘成了特别儿童节礼物
昨天，中福会少年宫推出特别的“六一”行

动———“童心童愿‘云’探秘、争做新时代好少
年”。这堂线上节目通过镜头语言，从儿童敢想
乐想、充满好奇的独特视角，带领少年儿童前往
联影医疗、之江生物、上海市疾控中心、上海电
信信息生活体验馆、盒马鲜生等，探寻科技助力
疫情防控，用智能技术化解民生难题的奥秘。

在联影医疗科技展示厅， 中福会少年宫
“探秘小分队” 的孩子们采访了研发人员如何
打破壁垒、突破瓶颈，解决创新过程中的实际
困惑，研制、生产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助力医院
对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的筛查与诊断。在之江生
物实验室，小伙伴围着之江生物赴鄂小组队长
王凯，详细了解“猎毒高手”———核酸检测试剂
盒以及相关仪器研发、生产和使用过程。

“原来，我们能安心‘宅’生活，是因为有了
高科技的支持、 物流配送人员不辞辛劳的付
出。”完成心愿探秘的旅程充满乐趣，孩子们更
收获了感动，有孩子说：“它成了我收到的最为
特别的‘六一’礼物。”

给孩子写封信用心陪伴成长
儿童节前夕，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嘉定

区卢湾一中心实验小学家委会拟了一封给孩子
们的信，通过学校“云课堂”官微发送到每一位
家长手中，再由爸爸妈妈署名后交给孩子们。

每到“六一”儿童节，卢湾一中心小学总会
提出“陪伴”这一主题。此前学校发给爸爸妈妈
“请假单”， 便于他们向单位请假陪伴孩子过
节；也曾组织拍摄温馨视频，讲述亲子故事；还
曾记录过家长一年前承诺孩子的小计划是否
达成。校长吴蓉瑾说，今年由于疫情，让亲子相
处的时间变得更长， 从一日三餐到上课作业，

因为这段宅家经历， 不少家长开始深入思考：

怎样的陪伴才是孩子需要的？

以往有的家长认为，陪伴就是在一起，比如
一起吃顿孩子喜欢的美食，或是去想去的地方。

如今，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意识到，陪伴更重要的
是彼此的心在一起。 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家庭
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郁琴芳看来， 全天候
地陪伴孩子，父母不仅仅是照顾孩子日常起居，

其实更需要关注孩子学习之外的情绪情感状
态。经常和孩子情感互动、情感交流，才是家庭
幸福之根本。 家长虽然不能代替孩子去感知世
界，但需要了解、理解孩子的精神世界，在一起
的过程中达到相互体谅、相互尊重和相互扶持。

上海木偶剧团直播庆“六一”

打造木偶
“小明星”

沉睡了四个多月的大象噶羧，躲在帘幕后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出场了。 均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