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京开幕

京津冀协同养老，补贴跟着户口走
2016 年 11 月 10 日，由北京

市民政局、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
办公室、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指导的北京国际老龄产
业博览会（以下简称“老博会”）
在北京展览馆拉开帷幕。 老博会
于 2012 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
5 届。 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
出席高峰论坛并讲话，北京市民
政局副局长李红兵等政学商代
表在高峰论坛进行主题演讲。

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签署
《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合作
框架协议》以来三地致力于共同
推动养老服务业融合发展，本次
老博会上，京津冀养老服务专场
推介会正式落地，北京市民政局
副局长李红兵及津、冀两省（市）
民政厅（局）社会福利处负责人
出席。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
表示，老博会的举办，就是要搭建
平台， 大家共同努力推动养老产
业的发展。谈到京津冀协同发展，

李红兵说：“经过三地不断的努
力， 我们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框架
协议， 从今年的 10 月 1 日开始，
我们已经在北京、河北、天津选取
三个试点养老机构， 三地的老年
人在这三个试点养老机构接受养
老服务时， 将实现政策共通、叠
加， 即北京市户口的老年人如果
选择在天津或河北的养老机构
时， 依旧可以享受北京市对应的
养老补贴， 天津及河北的老年人
亦是如此，这样，不但可以为三地
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时提供更多
选择， 还可以帮助三地养老机构
在政策扶持下协同发展， 从而实
现三地养老产业的共同进步。 三
个试点养老机构的养老床位补贴
将按照半年一补，两地督查、抽查
的模式来实现对他们养老服务的
监督管理。 ”

“而作为试点机构，将得到
三个方面的支持，首先，在政府
购买服务方面，三个试点养老机
构均可接收政府所支持的入住

养老机构人员，包括低保、低收
入、 五保户等城乡特困人员；其
次，三个试点养老机构可以得到
养老产业引导基金和各地相关
企业的支持；还有就是将获得养
老产业人才的扶持。 ”

“除此之外，为了引导老年
人能够切实地考虑和选择三地
的养老机构，我们还在框架协议
中增加了很多具体内容，比如北
京的老年人在选择去天津、河北
的养老机构时，每个月还将额外
给予 100 元的交通补助；我们还
在考虑推动‘旅居养老’，来加强
对于异地城市的了解，就是通过
对老年人在异地短期养老时间，
增设旅游性质的服务，让老年人
对这些地区的风情、风俗、风貌
深入了解，从而让更多的人不再
有陌生感、孤独感，也更加愿意
选择异地养老。 ”

经过五年的发展， 老博会致
力于以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为宗
旨，以搭建一个政府、企业和公众

之间沟通交流的专业化平台为目
标。 本次博览会吸引国内外百余
家涉老企业机构参展， 其中京津
冀三地养老机构第一次携手展
示，向北京市民共递橄榄枝，适老
化改造的产品提供商及服务商帮
助老年人在自由的空间中生活，
更有康复辅具、医疗器械、智慧养
老解决方案、 健康产品、 老年地
产、老年旅游休闲服务、老年文化
教育服务、 老年金融服务等等企
业机构共同展示。

为了促进老龄产业的交流
与合作，更好地实现国内外优质
养老项目对接，博览会同期举办
第五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
会高峰论坛、京津冀养老服务协
同发展专区启动仪式、北京养老
产融结合高峰论坛、第二届北京

国际居家养老服务论坛暨北京
市养老驿站座谈会、2016 中国生
态养老发展高峰论坛、“医养结
合+互联网”主题论坛、第三届银
发达人颁奖典礼、多场企业推介
会、公众讲座等多场丰富活动。

本届老博会还策划组织了
多项面向百姓的互动活动，有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爱·
在一起”公益演出，北京人民广
播电台爱家广播“老年之友”现
场直播活动，邀请到了老年人代
表来到老博会，寻找最心仪的养
老机构与产品与大家分享；第三
届“银发达人”颁奖典礼隆重举
行及获奖达人现场展示才艺，老
年代步车现场试乘试驾，官方微
信抢好礼等众多活动。

（菅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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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农村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人
口数量急速攀升。 这一弱势群
体中， 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亟
待解决。 他们周遭的生活是什
么样的？ 他们也同样在成长，他
们用自己的眼光在发现自己，
观察这个世界， 他们都看到了
一些什么？ 我们能够帮到他们
什么？ 关注孩子的情感成长，需
要从“心”开始，用爱灌溉。

2016 年 11 月 9 日，在这个
北京寒冷冬日的早晨， 有这样
一群人聚集在智泉学校———北
京郊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他们关注、 关心留守儿童与流
动儿童的情感问题， 大家的聚
合使得小教室里暖烘烘的。 北
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理
事长杨澜接棒公益放映员活
动， 邀请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朱永新、 著名作家矛盾文学奖
获得者刘震云、 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教授龙迪， 以及从事
教育工作 50 余年的中国儿童
美术教育专家杨景芝等专家，
面对面全方位、 多角度地就这
一社会问题，建言献策，并希望
引起社会各界对儿童、 青少年

情感教育的广泛关注与大力支
持。

公益放映员活动由阳光未
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和崔永元口
述历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自
2016 年 10 月份启动。 作为活动
中反映流动儿童情感教育题材
的 公 益 纪 录 片 ，《BiangBiang
De》 描述了一个阳光少年艺术
团之一的“瀑布戏剧社”孩子们
精彩的夏天。 播放期间，大家总
是被孩子们排练时的稚气未脱
和同学间赌气的小摩擦而逗得
频频发笑。 然而，欢笑过后影片
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 让所
有人陷入沉思。“这些流动的孩
子，这些打工子弟，他们要经历
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变化？ 他们
有一些什么样的情感需求？ ”在
杨澜的提问中开始了本次的大
讨论。

龙迪表示：“如果个人价值
与家族在这个社会里的位置被
肯定，心理健康就会好一些。 如
果相反，就会有很多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在学校里的表现为行
为问题，背后是心里的伤痕，这
个伤痕就是他的感受和需要被
拒绝、否定和忽视。 由于与父母

沟通时间有限， 所以沟通的缺
乏本身是一种态度，就是忽视，
说明自己不重要，也是伤害。 所
以我们要帮助留守儿童、 流动
儿童和天下所有的儿童， 同时
我们也要帮父母。 ”

朱永新表示：“在这样一个
社会整个大转型的时期， 出现
这么大规模的迁徙和大规模留
守， 造成的留守儿童问题和流
动儿童的问题是全世界很少有
的。 传统学校相对来说比较忽
略这个，把分数、考试作为最重
要的标准， 他们反而会失去很
多同伴之间的联系， 而且现在
城市里边、家庭间都是禁闭的，
所以孩子们几乎没有和同伴真
正交流的机会。 不仅城里孩子，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也是如此。
所以， 从儿童的角度来看，友
谊、 伙伴是他们最重要的情感
关系。 ”

杨景芝表示：“进行艺术教
育， 关键在于老师用什么样的
观念来进行。 我们（《爱的启蒙》
儿童艺术课程）这个课题组，探
讨了一个比较适合我们国家方
针政策的一套教学体系， 在美
育里提出其核心，一是审美、一
是人文素养。 此外，以创作为重
点，创造意识的培养。 因为艺术
创作如果不打动情感， 就无法
创作出来动人的作品。 ”

杨澜总结说：“我们相信艺
术教育， 实际上是关注孩子的
情感， 就是一个爱的启蒙和爱
传播的过程。 也希望更多朋友
能够加入进来， 可以通过各自
不同的方式、 各自不同渠道来
关注我们孩子的精神和心灵的
成长。 希望大家的关注，不因此
而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

（张慧婧）

当前，有一个让学校、老师、
家长都越来越头疼的“三年级魔
咒”———儿童视力不良率在小学
生三年级阶段会有个突然的爆
发， 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地区，这
个比例已经接近惊人的 50%。

从儿童视觉安全与健康早
期干预角度出发，北京联益慈善
基金会看见爱视光基金组织北
京高校大学生志愿者携带“看见
爱儿童视觉安全与健康公益项
目 2.0 课程”走进校园。

2016 年 11 月 11 日，大学生
志愿者来到北京市海淀区第二
实验小学当代校区，这是看见爱
2.0 课程被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
理中心纳入安全体系课程以来，
大学生志愿者进驻的第五所学
校。 北京海淀区实验二小当代校
区、北京实验学校小学部、西颐
小学、育鹰小学、清河第四小学
等 5 所海淀区学校与丰台区、西
城区、 朝阳区 5 所学校总共 10
校 2400 名 1~2 年级低龄儿童将
于 2016 年底前接受看见爱 2.0
系列课程。

新奇有趣的“光线变化小实
验”、孩子们玩 HIGH 的“坐姿大
PK”、朗朗上口的护眼口诀，还有
可以与同学与小伙伴一起玩的

“视觉健康安全纸牌”， 看见爱
2.0 版课程在每一个小学课堂
里，都会受到同学的喜欢与热情
参与。

作为把公益项目引进海淀
区的牵头人，海淀区青少年活动
管理中心李肖栋老师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教委指定
公益机构，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
理中心有责任对学校进行各类
安全方面的引导和干预教育活
动，如儿童食品安全、用药安全
等，视觉安全与健康教育课程仍
属于空白。 ”

此次管理中心将“看见爱视
觉安全与健康公益项目 2.0 课
程” 纳入安全体系课程引入校
园，该课程就是以引导教育为基
本理念，结合了低龄儿童的年龄
特征， 加入了好玩的互动游戏，
让孩子们在游戏和 PK 中不知不
觉就掌握了关键知识点。 除了学
生的课堂教育外，还专门为家长
提供家长视频课，让家长可以通
过网络资源也来学习孩子们在
校学习的 2.0 课程。

“儿童视觉安全与健康课程
今后肯定要逐步推广并坚持下
去，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目
标。 ”李肖栋讲道。 （张明敏）

杨澜携手专家从“心”关注儿童成长

打破三年级魔咒
“看见爱”守护孩子的美好视界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示，京津冀三地养老试点机构将实
现政策共通、叠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