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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古塔区钟屯乡中心小学
依托校园三点半阳光课堂，相继开展
了“吹糖人”“画糖画”等非遗传承活
动，既丰富了课外知识，又使非物质
文化遗产得到了更好传承。一个个
栩栩如生的“苹果”“辣椒”“大公鸡”

“小老鼠”造型的糖画和糖人在非遗
传承人手中诞生，既能吃又能玩，给
孩子们的童年留下甜蜜记忆，也在孩
子们的心中播下传统民间“吹糖人”非
遗文化的种子。

图为锦州市“吹糖人”非遗传承
人赵云春、袁桂华正为孩子们上“吹糖
人”传承课。

本报特约记者 李铁成 摄

我也试试吹糖人

今日
评

PINGLUN

我省老年人再婚情况如何？再婚老人是否过
得幸福？辽宁日报与辽宁优点大数据联合省妇联，
对我省8978人展开了“辽沈地区老年人再婚现状

调查”，调查数据显示，与以往不同，超八成的子女赞成老人再
婚，而老年人却只有半数有再婚意愿。

核心
提示

据媒体报道，广
州一家幼儿园要求
孩子做灯笼，某家长
带孩子忙活大半天
才完成的手工作业，

却在班级评比中被秒杀。原来，不
少同学的手工作业都是由父母网
购而来，不仅用料专业、品相高端，
且制作简单，老师当然喜欢。幼儿
园的手工作业变成了拼爹拼妈，让
孩子伤心，家长无奈。

父母帮孩子完成手工作业，没
有招来像陪写作业那样铺天盖地的
吐槽，说明这件事本身无可厚非。
家长和孩子共同完成手工作业符合
家园共育的理念，不仅能培养亲子
感情，也能对孩子进行美育教育。
在孩子教育上，家长不应当“甩手掌
柜”，参与培养过程是责任所系。

可现实中，有些幼儿园布置手
工作业背离了初衷，存在“走形”

“变味”现象，父母全程代劳者有
之，网购半成品者有之，应付完事
者有之，作业展示台成为家长才艺
比拼大舞台。这样的手工作业不

但没起到作用，还会让孩子对规则
的理解有所偏差，养成攀比的心
理。不知道幼儿园教师在手工作
业中发现“双胞胎”甚至“多胞胎”，
会是怎样的心情。

作为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幼儿园没有考试、升学压力，教育
重心是促进孩子好习惯的养成，好
品格的形成。如果幼儿园在对孩
子教育中，不能让他们从小树立严
格遵守规则和诚实守信的习惯，网
购或家长代劳的手工作业无论多
么漂亮和完美，都将是徒有其表，
没有内在价值。

笔者认为，学校在布置手工作
业时，不能一味追求新、奇、洋，应
尽量布置一些材料易得，制作工艺
简单，耗时较短，符合孩子年龄和
能力的作业。同时，幼儿园对此评
比时要客观，不能仅以作品好坏为
导向，老师应着重看孩子们在作品
中蕴含的努力和进步。或者，幼儿
园干脆不评比，对作业一视同仁地
展示，让小朋友们相互学习，才是
对孩子最好的鼓励。

幼儿园手工作业不能“变味”
郭 星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为
进一步引导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
提升保育教育质量，满足人民群众
对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的需求，从
今年起，沈阳市决定施行新的学前
教育奖补政策。

新的补助标准为，执行城区收
费标准的公办幼儿园，每生每月补
助365元；执行农村地区收费标准
的，每生每月补助200元。执行城
区指导性收费标准的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每生每月补助 240 元；执
行农村地区指导性收费标准的，每
生每月补助 200 元。补助资金由
幼儿园所在区、县（市）财政承担。

补助资金要应用于教职工工
资待遇、教师培训、改善办园条件
以及公用经费性质的运行补助等
支出，不得用于经营性支出、捐
赠、偿还债务、付息、回报举办者、
投资、大型基本建设等非基本办园
支出。

沈阳提高学前教育奖补标准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生每月补助240元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文
化惠民卡让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走进
这么好的剧院，感受高雅艺术的魅
力。政府的惠民工程真实惠！”11月20
日，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一楼排起了长
队，市民郑先生带上一家三口的身份
证，办理了三张2019年的“大连市文化
惠民卡”后高兴地说：“有了这个惠民
卡，每次花几十块钱就能看交响乐、芭
蕾舞、话剧、戏曲、儿童剧等来自国内外
的高端剧目，再也不会因为专业剧场里
动辄几百元的票价望而却步了。”

记者从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获
悉，为满足市民对文化艺术欣赏的需
要，加大文化惠民力度，使广大市民走
进剧院欣赏文化艺术成为常态，不断
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按照“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群众受惠”的
思路，2019 年，大连市文化广播影视
局、大连市财政局联合，面向市民再次
发行 1 万张“大连市文化惠民卡”，从
11月20日起开始发售。

据介绍，文化惠民卡为年度消费
卡，一年一申购，价值 600 元，其中市

财政补贴 300 元，市民个人充值 300
元。大连市辖区内所有市民、驻连部
队、在连高校学生、在连务工人员均可
实名持有效证件申购该卡，办理后可
持卡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宏济大
舞台两家国有剧场及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大剧院自由选择观看演出，全年每
卡可兑换 6 场演出票，文化惠民卡内
金额消费完毕后，年度内凭卡购票可
享受不高于票值7折的优惠。

记者从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了解
到，为让高雅艺术接近市民，让百姓都

能走进剧院感受艺术的魅力，进一步
满足广大市民对文化艺术欣赏需求，
大连市从2016年起连续三年推出“大
连市文化惠民卡”，并规定大连人民文
化俱乐部每场演出提供不少于剧场总
坐席数30%的惠民演出票；宏济大舞台
戏曲演出结合坐席数，每场提供不少
于20%的惠民演出票；大连国际会议中
心大剧院每场演出提供不少于剧场总
坐席数30%的惠民演出票。这一举措
实施至今已经让十几万人受益，也使
大连市的文化演出市场空前活跃。

大连再发万张“文化惠民卡”

让百姓走进剧场感受高雅艺术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近
日，辽宁省退役大学生士兵推荐
就业专场招聘会暨2019年全省高
校毕业生征兵政策咨询会在沈阳
举行。

此次招聘会由省就业和人才服
务中心、省征兵办联合举办，邀请百
家省内知名企业，提供机械制造、航
海、测量、物流、数控操作、计算机等
专业的4900多个就业岗位，参加此

次招聘会的退役大学生士兵以及其
他高校毕业生共计2200多人。主
办单位制作印发了1500册企业需
求信息册，免费发放。

招聘会现场还设立了就业
创业政策咨询台、征兵服务咨询
台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信息采集
台，建立用人信息库，持续为退
役大学生士兵就业创业提供跟
踪指导服务。

百家名企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为进
一步提高便民利民服务水平，近日，铁
岭公安结合当地实际，推出了“未携带
证件入住旅馆便民措施”，得到广大群
众和业主的一致认可。

本次推出的便民措施有三种实
现途径。一是远程开具证明。对未
带身份证旅客进行身份确认，由原来
的到派出所开具身份证明改为手机

或微信视频远程核对。据介绍，远
程视频核对信息需经过旅客同意，
将近期照片及身份证号码一对一上
传到属地公安机关核对，信息属实、
人证合一方可入住。整个操作过程
简单便捷，一分钟即可完成。通过此
方式，未携带身份证件的旅客不用再
到辖区派出所开具身份证明，免除了

“无证即无法入住”的尴尬和开具临

时身份证的奔波。
二是扩大认证范围。在进行住

宿登记时原则上应以居民身份证、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军官证、护照等原
有效证件为主。本次在原有效证件
基础上，扩大入住旅店有效凭证范
围，持由公安机关开具的带有照片、
身份证号的住宿身份证明，购买车
票、飞机票的身份证明，以及过期的

身份证、过期的临时身份证等有效凭
证，均可入住。

三是跨区域办理。现实生活中，
很多旅客担心自己的住宿信息泄露，
提出自愿到派出所开具身份证明。对
此，铁岭公安专门推出了跨区域办理
的新举措，旅客可就近到任何公安分
局或派出所开具身份证明，值班民警
均会提供此项服务。

铁岭公安用远程视频核对信息

旅客忘带身份证也能住酒店

此次进行的“辽沈地区老年人再
婚现状调查”，8978 人涵盖了社会各
个年龄段，其中接近四成受访者学历
达到大学及大专，60岁以上的老年人
群体占总数的14.71%。

在对待老年人再婚问题上，与十
多年前社会上普遍呼吁的“老年人再
婚盼望子女说OK”不同，此次调查显
示，有 85.63%的子女支持离婚或丧偶
的父母寻找新的恋情。与此同时，如
果在再婚问题上和子女产生分歧，
62.55%的父母表示会按自己的意愿决
定是否再婚，只有 21.52%的父母表示
会通过家庭会议投票决定，15.92%的
父母表示会委曲求全，听子女的决定。

与此对应，如果在再婚问题上和
父母产生了分歧，86.99%的子女表示

会尊重父母的意愿，7.39%的子女表示
会以孩子和家庭的利益为主，5.62%的
子女表示会通过家庭会议投票决定。

老年人的“听自己的”，以及子女
的“尊重父母”，两组人群数量占有绝
对优势，充分说明我省老年人恋爱和
再婚的自由度更高了。但老年人自身
的再婚意愿却不高。本次接受调查的
离婚或丧偶人群对再婚持两种观点且

“势均力敌”，期待找个另一半一起过

日子的有 49.84%，表示不想再找另一
半想自己过的占 50.16%。同时本次
接受调查有再择偶意向的人群中，表
示希望和新伴侣领结婚证再婚的占
51.97%，另外 48.03%则希望只同居不
领证，搭伙过日子。

对于老人再婚原因，七成受访者
认为是不想孤单，寻找精神依托,过幸
福晚年生活；而解决起居照料，减轻子
女负担成为 60 周岁以上人群再婚的

首要原因。同时调查显示，在八成赞
成老年人再婚的人群中有 22.87%的
子女仅支持“同居”，这就说明仍有一
定数量的子女对于老年人再婚存在着

“非理性”和“非法律化”认知。
而数据显示，财产问题是老年人

再婚的绊脚石，66.22%的受访者认为
担心财产纠纷是子女反对父母再婚的
重要原因，71.52%的受访者认为财产
分配是老年人再婚后生活纠纷的主要
原因。

“孝顺子女比不上半路夫妻。”如
何让独身老人有个幸福晚年，除了父
母和子女之间多沟通、多互相理解，
还要在情理法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解决好抚养、赡养、继承等各方面
问题。

是否再婚超六成老人选择“听自己的”
本报记者 曲 宏

民生·民意 MINSHENGMINYI

辽沈地区老年人再婚现状调查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经
过两个星期的等待，沈阳市康平县
柳树乡高大窝堡村的村民等来了
村里宜种农作物种类的答案。给
村民送上答案的是中国科学院沈
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专家，帮助村
民联系专家的是沈阳市公安局文
保分局的民警。

11 月 3 日，文保分局的民警
在走访群众时获悉，康平县柳树
乡部分困难群众希望发展特色产
业，但苦于缺乏种植养护技术。
为了帮助村民尽快脱贫致富，文

保分局的民警主动联系了中国科
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石元
亮博士等专家，请他们把科技送
到村民的家门口。石元亮博士带
着团队用两星期的时间，完成了
对该地区土壤取样、化验和分析
等工作，最终确定了柳树乡适宜
种植农作物种类，并对村民进行
了农业科技知识的辅导和种植养
护技术的培训。此次送科技下乡
活动，解决了村民发展生产急需
的科技难题，受到了村民的广泛
赞誉。

民警牵手博士送科技下乡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11 月 19 日是“世界厕所日”。当
日，记者从阜新市城市公用设施
服务中心了解到，阜新在年底前
将建成 30 座公共厕所，为市民如
厕提供便利。

按有关规定，阜新中心城区应
有 180 座公厕，其中水冲厕所 117
座。而目前阜新市现有公厕 176
座，其中水冲厕所71座，公厕数量
存在不足现象。从水冲厕所占公

厕的比例来说，阜新缺少 46 座水
冲厕所。

阜新市城市公用设施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李涛说，新建公厕年初
时就被列入2018年阜新市20件民
生实事之一，计划今年建成30座，
明年再建设16座。今年建设的公
厕在选址上格外用心，尽量选择人
流量大的公共场所，诸如健身场
馆、景区周边，预计这些公厕在年
底前能完工。

阜新今年完工30座公厕


